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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 150 位 19-23 個月學步兒做為研究對象，探討學步兒在情緒

功能行為、溝通能力以及母親互動能力的發展情形，並比較不同性別孩子

在這些能力上的表現差異。同時探究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

能力三者的相關性，以及檢視影響學步兒能力發展的關鍵行為。本研究使

用的評估工具分別有： (1)以情緒功能行為量表 (Functional Emotional 

Assessment Scale, FEAS)評估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表現，包含的向度有：對

環境產生興趣並具有調控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

全感、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能夠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

智運作能力。(2)評估溝通能力的工具有兩類，分別為「溝通象徵行為發展

量表(Communicative Symbolic Behavior Scales Developmental Profile, CSBS 

DP)」，包含：口語、象徵、社會向度。以及「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

(Mandrain-Chinese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al Inventory, MCDI)」，包含：

詞彙表達、語言使用、表達複雜度、詞語連結向度。(3)以母親互動能力量

表(Maternal Interaction Scales)來評估母親的互動能力表現，包含向度有：幫

助孩子對環境產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幫助孩子與自己

形成依附關係並建立安全感、誘發孩子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動、幫助

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 

  研究者提供假扮、觸覺、大動作三類玩具，讓母親與孩子利用這些玩

具進行約 15 分鐘的自由遊戲，再從拍攝的影帶中再進行 FEAS、母親互動

能力量表的編碼計分。CSBS DP 為研究者透過一系列的玩具依照評估手冊

的步驟來與孩子進行溝通互動，再將孩子的表現進行編碼計分。MCDI 則

為家長填寫的報告量表。本研究使用的統計方式有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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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相關、獨立樣本 t 檢定、路徑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 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中的向度一：「對環境產生興趣並具有調控感

官與注意力能力」、向度二：「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全感」、向度

三：「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的偏態呈現負值、為負偏

態，表示學步兒得分集中在平均數以上，得高分組人數較多。向度四

「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的偏態呈現正值、為正偏態略

呈鐘形曲線，意即稍有左右對稱但是低分群的個體仍較多。 

二、 學步兒在 CSBS DP 所有向度都呈現負偏態，表示獲得高分組的人數

較多。在 MCDI 中的「詞彙表達、表達複雜度、詞語連結」都呈現

正偏態，表示較多孩子的得分低於平均值，只有在「語言使用」平均

得分為負偏態，意即較多學步兒在此向度的平均得分高於平均值。 

三、 學步兒母親在母親互動能力量表中的向度一：「幫助孩子對環境產生

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向度二：「幫助孩子對環境產

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向度三：「誘發孩子出現有

意圖的雙向溝通行動」的偏態值都為負數，表示多數母親能的得分高

於平均數。向度四：「幫助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

的偏態值為正數，表示較多母親在此向度的得分分配低於平均數以

下，較多人獲得低分。 

四、 女孩在情緒功能行為的所有向度表現都高於男孩，在 CSBS DP 的「象

徵以及社會能力」向度、MCDI 的「語言使用能力」向度，女孩表現

顯著比男孩佳。此外，女孩母親在母親互動能力的所有向度表現都顯

著比男孩母親佳。 

五、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CSSB DP、MCDI)、

母親互動能力後，發現三者之間都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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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路徑分析後發現，情緒功能行為是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的完全

中介變項，意即它會完全調節母親互動能力對溝通能力(包含所有向

度)所造成的影響。 

  總結來看，本研究發現 19-23 個月大的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溝通

能力、母親互動能力上的表現出現不同的偏態情形。女孩在情緒功能行為、

象徵、社會、語言使用向度上的表現顯著高於男孩，但是在其他口語表現

上並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除此之外，女孩母親比男孩母親更能以兒童本

位的方式來與孩子產生溝通互動，可見母親互動行為在孩子發展早期就已

經具有性別差異。本研究發現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彼

此間不但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其中情緒功能行為是影響 19-23 個月學步兒

溝通能力發展的關鍵行為。這意旨當我們能有效提升孩子的情緒功能行為

後，將能幫助孩子獲得溝通能力。 

 

 

 

 

 

 

 

 

 

 

 

 

 

 

 

 

關鍵詞：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行為、學步兒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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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emotional behaviors,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and 

maternal interaction in toddlers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erformanc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functional 

emotional,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and maternal interaction in toddlers. In 

addition, we compared gender differences and determined what appears to be 

the pivotal behavior for developing abilities. A total of 150 toddlers (19-23 

months of age) were evaluated using four assessment tools: (a) the Functional 

Emotional Assessment Scale (FEAS), which includes self-regulation and 

interest in the world; forming relationships, attachment, and engagement; 

two-way purposeful communication; behavioral organization, problem- solving, 

and internalization; (b) the Communication and Symbolic Behavior Scales 

Developmental Profile (CSBS DP), which includes expressive speech, symbolic, 

and social variables; (c)the Mandarin-Chinese MacArthur-Bates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al Inventories (MCDI), which includes vocabulary, speech use, 

complex expressive language, and mean length of utterances; and (d) the 

Maternal Interaction Scales, which include elicitation of self-regulation and 

interest in the world; elicitation of forming relations, attachment, and 

engagement; elicitation of two-way, purposeful communication; elicitation of 

behavioral organization, problem-solving and internalization. The research 

methods used to do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 

1. In the FEAS, “Self-regulation and interest in the world,” “Forming 

relationships, attachment, and engagement,” and “Two-way, purposeful 

communication” were left-skewed. “Behavioral organization, problem- 

solving, and internalization” was right-skewed; toddlers obtained lower 

scores for “Behavioral organization, problem-solving, and internalization.” 

2. In the CSBS DP, all variables were left-skewed and there was an apparent 

ceiling effect. In the MCDI, vocabulary, complex expressive language, and 

mean length of utterances were right-skewed, but speech use was 

left-skewed; toddlers obtained higher scores in speech use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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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the Maternal Interaction Scales, “Elicitation of self-regulation and interest 

in the world,” “Elicitation of forming relations, attachment, and 

engagement,” and “Elicitation of two-way, purposeful communication” were 

left-skewed, while “Elicitation of behavioral organization, problem-solving, 

and internalization” was right-skewed. 

4.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ccurred between boys and girls. Girls showed higher 

performances of all variables in the FEAS, social and symbolic variables in 

the CSBS DP, and speech use in the MCDI. In addition, girls’ mother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for all variables in the maternal 

interaction scales than the boys’ mothers did. 

5. There were strong positiv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between 

functional emotional behaviors,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and maternal 

interaction. 

6.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hildren’s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may be fundamentally dependent on functional 

emotional behaviors. This means that functional emotional behavior may be 

the pivotal behavior in developing toddler’s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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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依序闡述本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並針對重要

名詞進行解釋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有關情緒的定義非常廣泛，傳統的觀點認為情緒的功能可以增加個體

演化或生存的機率，而近期的觀點則認為情緒的功能可以幫助個體表達出

各種行為並克服問題等(游恆山，1993)。在過去研究情緒的理論中包含行為

學、生物學、認知理論、社會建構等不同論點，其中發展學派的 Fischer、

Shaver、Carnochan(1990)提出能夠充分解釋情緒功能重要性的情緒發展理

論。Fischer 等人認為情緒是有意義性、組織性、適應性、階段性的，也具

有影響個體其他能力發展進步的功能。Izard(2010)透過蒐集、分類、問卷計

分的方式，歸納分析 34位從事情緒方面研究的科學家與心理學家對情緒的

定義。結果發現幾乎所有人都認同情緒擁有多元且顯著的功能，其中獲得

專家學者最高認同度的前八項情緒功能依序為：(1)擴充反應系統；(2)活化

認知以及動作運作；(3)反應的組織、命令與協調；(4)監控或評估顯著的事

件；(5)提供訊息與意義的傳遞和解讀；(6)幫助個體結合有關聯(relational)

的能力；(7)提升個體的社會性能力；(8)促進控制反應的能力。 

  對於情緒的解釋與認知不應只拘泥於情緒表現或理解的層面，因為情

緒發展和個體的思考、決定、行為動作、社會關係、福祉獲得、身體和心

理健康發展等都具有相關性，從功能性的觀點來看情緒才能瞭解其整體發

展變化。所以 Levenson(1999)提出情緒功能假設並指出：「情緒富有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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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幫助人們發展出協調外在與內在環境的行為適應能力」。該假設認為人

類的成熟會促使我們出現一系列的情緒，而這些情緒都富有重要的功能並

誘發出一連串互相交織影響的動態行為反應。Levenson 指出情緒主要包含

的功能分有：「感官與注意力、大肢體動作、有目的的行為、表達能力、高

層次的心智運作、生理方面的運作」。而且情緒功能所衍伸出的行為，可能

會隨著時間或環境等不同變項而產生改變。 

  檢視過去文獻發現，嬰兒在出生後便開始出現 Levenson 指稱的情緒功

能行為。在「感官與注意力」中，嬰兒在接收到感官刺激時會引發身體的

情緒反應，此時孩子必須學習調控情緒以及維持情緒的穩定度後，才能透

過這些感官經驗進行學習以達到適應環境的目的。而當孩子無法負荷過多

不愉快的感官刺激時，身體會出現明顯情緒性的變化，這樣的行為會促使

照顧者停止感官刺激的輸入，或是提供孩子安撫以幫助他們穩定情緒

(Tronick, 1989)。當孩子的眼神與人相互對視或是環視環境中的物件時，也

都和個體的注意力以及感官系統的運作有關。在「大肢體動作」方面，越

能夠控制身體動作的孩子，就越能夠流暢的調整肌肉張力、幫助自己去探

索環境或展現出有目的性的行為，例如：臉部的肌肉張力的控制使得孩子

可以出現不同臉部表情；發聲部位肌肉張力的控制幫助不同聲調情緒聲音

的出現。在「有目的的行為」與「表達能力」上，孩子開始透過情緒的表

現來表達自己的感受，或是透過情感上的傳遞來與他者建立關係、形成情

感的交流分享等。不僅如此，他們對於不同種類的情緒表情、聲音和肢體

動作的理解力也會提升，並在適當的機會運用這些能力來滿足自我的需求

與達到目的(Sroufe, 1997)。在「高層次的心智運作」方面，當孩子與外在

互動的經驗越好時會獲得更多愉快的情緒經驗，這些正向情緒經驗能幫助

個體擁有更多彈性的思考以及決策能力。這些互動情緒經驗中也能提升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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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理解行為和行為之間的關聯，幫助他們出現更多與人開啟、維持與擴展

互動的行為。除此以外，生理醫學方面也證實情緒的改變也會影響個體的

心跳頻率、血清素、副腎上腺素等生理變化。 

    從上述可知情緒的功能的存在在於幫助個體適應環境，所衍生出的情

緒功能行為則對個體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力。然而目前國內有關情緒功

能行為的研究卻付之闕如，對於年幼孩子在情緒上功能行為的發展變化也

並不清楚。這些行為彼此間的關聯性為何？是否有某一情緒功能行為對整

體的發展影響較大等，這些議題都值得我們花費時間與精力深入探究，釐

清孩子的發展特質以便在早期給予適切的幫助。除此之外，不論是生物學、

認知理論或社會學觀點都認為男孩女孩的情緒行為表現有明顯的不同

(Fischer, Rodriguze Mosquera, van Vianen, & Manstead, 2004)。有研究指出女

孩在母親臉部靜止不動(still-face)的互動實驗中，展現出較多負向情感以及

無組織的行為(Mayes & Carter, 1990)。但是也有宣稱 5-6個月大的男孩在實

驗過程中會出現較多沮喪的情緒(Haley & Stansbury, 2003)，或是有研究發現

嬰兒在面對壓力時的表現並沒有出現性別上的差異(Moore & Calkins, 

2004)。綜觀而論有關性別影響情緒表現的研究未有一致的結果，仍有待進

一步確認釐清，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檢視年幼孩子的情緒功能行為發展以及

行為關聯性程度的情形、比較男孩和女孩在該能力的表現差異以瞭解上述

的相關問題。 

由於功能是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時的方式，功能行為便是在這過程中

產生出的產物(王文科，1983)。所以各種情緒功能行為的交互作用會促使個

體發展出不同的能力、宛如是一個學習與能力發展的過程。研究者檢視相

關文獻發現，情緒功能功能行為的產生與溝通能力發展之間是具有相關性

的(Desmarais, Sylvestre, Meyer, Bairati, & Rouleau, 2008; Moreno &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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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Vallotton & Aypub, 2010)。所謂溝通能力是指：「個體為了達到某種意

圖和目的，或是為了和互動者間分享信念而出現的行為」(Bosco, Bucciarelli, 

& Bara, 2006)。所以我們在談論溝通能力時應知道它包含了與人溝通互動的

動機、意圖、行動等能力，而不單純只是口語的表達。早期嬰兒還未出現

有意義的口語時便可透過非語言的訊息來進行溝通交流(Bruinsma, Koegel, 

Koegel, 2004)。如嬰兒可以透過眼神在物體以及人物之間的切換，確認他者

正在注意的某事物，或是監控他者是否注意到自己正在注意的事物。接著

孩子開始使用約定俗成或明確的手勢(如：揮手、點頭、以手指指示某物等)，

讓互動者知道自己的意圖或嘗試修補溝通的中斷 (Carpenter, Nagell, & 

Tomasello, 1998; Crais, Douglas, & Campbell, 2004)。當年齡漸長後孩子開始

發展出抽象思考、邏輯推理的能力，這些能力會帶動口語能力的發展，直

到孩子出現第一個有意義單字時，也代表他們開始嘗試以口說語言來與他

者進行溝通。所以在檢視孩子的溝通能力時就應涵蓋和溝通有關的能力面

向，需檢視包含非口語以及口語能力的溝通表現。 

  目前台灣有關嬰幼兒溝通能力的研究較情緒功能行為豐富，如劉惠

美、曹峰銘(2010)針對 8-36 個月大的嬰幼兒進行溝通發展資料的蒐集。該

研究主要以家長報告量表方式評估 8-16個月嬰兒在「詞彙使用」以及「溝

通手勢和動作」兩部分的表現，前者包含：開始出現了解語言的表現、對

日常用語(片語)的理解、是否理解日常生活用語、開始學說話的行為、詞彙

的理解和表達。後者包含有：評估溝通意圖的表現、遊戲與例行活動、有

物體或對象的活動、模仿父母的行為、模仿其他大人的行為。評估 16-36

個月大的幼兒則包含有「詞彙」和「語法」兩部分，詞彙包含有：詞彙的

表達和如何使用語言；語法則含括有：語法複雜度和語句長度。該量表具

有常模可供對照孩子的發展表現，不過主要評估的向度在於口語的語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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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所以研究者建議在評估年幼孩子的溝通能力時，除了使用該量表外亦

可搭配非口語溝通能力的評估。或利用語料樣本的蒐集，以實際觀察的方

式分析孩子在自然情境中展現出的溝通互動能力。而誠如先前所提，溝通

能力所包含了不同的行為向度，若能探究這些向度能力間具有的關聯性表

現？也可幫助我們對溝通能力有更深入的了解。 

過去文獻也指出，不同性別的孩子在溝通能力的表現也會有所不同

(Bornstein, Haynes, Pascual, Painter, & Galperin, 1999; Connellan 、

Baron-Cohen、Wheelwright、Batki、Ahluwalia, 2000; Martin, 1993)。國外研

究中分析孩子在 8、12、24 個月大時所展現的溝通能力和詞彙表達能力，

結果發現 24 個月大的女孩在溝通能力中的得分顯著高於男孩，在 12、24

個月大時的詞彙表達也明顯較佳(Reilly, Bavin, Bretherton, Conway, Eadie, 

Cini, Prior, Ukoumunne, & Wake, 2009)。在台灣的華語嬰幼兒發展溝通研究

中發現，女孩的溝通能力表現優於男孩(劉惠美、曹峰銘，2010)。然而卻也

有研究結果認為，男孩和女孩之間的口語和溝通能力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Berglund & Eriksson, 2000; Bornstein, Hahn, Haynes, 2004; Lyytinen, 

Poikkeus, & Laakso, 1997)。由於溝通能力包含的向度相當廣泛，所以可能

導致有關性別影響溝通能力發展的結果還未能有一致性的看法。研究者認

為可以使用不同種類的評量工具來評估孩子的能力，例如同時採用家長報

告量表、語料蒐集方式，評估孩子口語和其他與溝通能力發展有關的向度

能力，才能較全面性的比較男孩和女孩的發展情形。除此之外過去研究也

指出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之間是具有相關性的，然而兩者之間的關聯

性表現為何？不同的情緒功能行為是否都與口語和非口語溝通能力有關？

釐清這些問題的解答，都將有助我們了解孩子在情緒以及溝通能力的交互

作用以及整體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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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是個體重要的發展能力，而且當孩子在年幼

時若未能發展正常時將會影響到日後的各項學習與成長，因此探究影響孩

子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的重要因素是相當重要的。根據神經科學觀點

指出，2歲前學步兒與外在環境刺激互動的經驗會對日後各項能力發展造成

很大的影響(Fox, Calkins, & Bell, 1994)。由於 2歲前孩子主要生活環境多在

家中且有長時間與母親相處的機會，所以母親在與孩子互動時的行為表現

顯得格外重要(Calkins, Smith, Gill, & Johnson, 1998)。檢視過去研究發現，

當母親與孩子越有親密的情感調節與依附關係時，孩子的社會情緒與溝通

能力也會發展較好(Schore, 2001; Steele, 2004)。母親在遊戲中參與互動的程

度越高時，越能夠提升孩子的象徵遊戲能力(Slade, 1987)。母親回應孩子難

過、生氣、害怕以及中性情緒的敏感度，可以預測孩子日後社會情緒的發

展(Denham, 1993)。目前國內有針對不同社經地位進行比較母親對孩子的教

導行為(蕭淑貞，1993)，以及母親會因為孩子的行為反應而出現不一樣的教

養行為(林惠雅，2000)。以及母親的過度控制、低敏感度、低反應負面互動

行為會對早產兒的語言、認知、行為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甯智航、陳麗秋、

吳盈瑾、游硯婷、吳晏慈、鄭素芳，2012)。而良好的家長回應能力能有效

提升自閉症幼兒口語、象徵、社會能力(林初穗、張淑慧、潘慧銘、邱俊皓，

2013)，當照顧者多能以孩子主導的回應性方式互動，也能有效提升孩子的

溝通行為頻率(劉文英、林初穗、潘惠銘，2005)。整體來說母親互動能力的

確與孩子的情緒和溝通發展有相關性，但是影響的程度如何？母親互動的

哪一個特質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等，則尚未有相關的說明與分析。 

檢視文獻發現情緒功能行為與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之間不僅具有

相關性，也都是影響學步兒發展的重要因素，這當中否具有關鍵行為的存

在值得重視。Kogel, Kogel, Carter(1999)指出：「關鍵行為是指個體中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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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具備廣大的功能，該行為的改變可以改善多個行為的表現，稱之為關

鍵行為(Pivotal Behavior)」。換句話說，當提升孩子的關鍵行為時可產生更

有效率的學習和某些能力的獲得。關鍵行為的說法源自於泛自閉症孩子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的介入研究，Koegel、Kogel、Carter(1999)發現

當提升自閉症孩子的關鍵行為能力後可以更有效率的誘發學習能力並改善

學習目標，故依此觀點發展出核心反應訓練(Pivotal Response Treatment, 

PRT)來改善他們的核心障礙。Mahoney、Lin(2007) 針對 45 對孩子具有發

展障礙的親子進行探究，結果發現關鍵行為會影響個體的發展性學習能

力。關鍵行為不僅在教育上獲得相關研究支持，也有神經科學研究以 PRT

介入兩名 5歲 ASD 兒童的社會溝通等能力後，發現兩名個案不僅在行為測

量上有顯著的進步，在腦部社會刺激部分的活化也有增加(Voos, Pelphrey, 

Tirrell, Bolling, Vander, Kaiser, McPartland, Volkmar, & Ventola, 2013)，顯示關

鍵行為在發展上佔有重要的角色地位。雖然關鍵行為是從特殊需求孩子的

介入研究中產出的觀點，但是本研究推測一般孩子的發展歷程中也具有關

鍵行為的存在，所以也欲檢視情緒功能、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之中，

何者具有關鍵行為的影響力。 

過去研究指出 18-24 個月的孩子開始會以負向情緒或行為來表達自主

性(Sadock & Kaplan, 199；轉引自洪慧涓，2005)，所以研究該年齡學步兒的

情緒功能行為表現，能幫助我們即早了解孩子的情緒特質。而溝通能力是

重要的發展能力之一，許多發展遲緩幼兒在溝通能力上會有落後的情形，

所以檢視學步兒溝通能力發展現象以及個體內影響溝通能力發展的因素，

從嬰幼兒發展、早期療育的觀點來看也相當具有意義。母親互動能力是影

響學步兒能力發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探究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

力、母親互動能力，可幫助我們釐清三者之間的關係，這也是目前國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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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較少著墨的部分。由於 18 與 24 個月兩個月份是許多發展研究會去探

討的年齡切節點，而 19-23 個月大孩子的發展變化較少受到重視。加上時

間與人力考量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設定於 19-23 個月大的學步兒。 

總結上述而論，探究 19-23 個月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以

及母親互動能力是具有研究價值的。除了可以比較男孩和女孩在這些能力

上是否在早期就已經出現差異外，也可檢視母親互動特質是否會受到性別

因素的影響。而分析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是否具有關

鍵行為的存在，不但可支持一般正常發展孩子同樣存在關鍵行為的觀點，

相關結果也可做為學術研究或實務現場的文獻依據，或應用於檢核嬰幼兒

早期能力發展以及設計早期療育介入目標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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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背景，提出下列研究目的： 

一、 分析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表現和溝通能力以及其母親互動能力。 

二、 比較不同性別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表現、溝通能力、以及其母親互

動能力。 

三、 檢視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與其母親互動能力的關聯性。 

四、 檢視影響學步兒能力發展的關鍵行為。 

  從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 19-23個月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表現、溝通能力、以及其母親互動能力

為何？   

1. 19-23個月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表現為何？ 

2. 19-23個月學步兒溝通能力為何？ 

3. 19-23個月學步兒母親的互動能力為何？ 

(二)  不同性別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表現、溝通能力、以及其母親互動能

力如何? 

4. 不同性別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的表現差異如何? 

5. 不同性別學步兒的溝通能力差異如何? 

6. 不同性別學步兒的母親其互動能力差異如何? 

(三)  19-23個月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之間的相

關性如何? 

(四) 影響 19-23個月學步兒發展能力的關鍵行為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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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 學步兒 

    學步兒泛指正處於學步期的孩子。Robin(2002)裡則定義為 1 至 3 歲的

孩子，此時期的孩子在認知、情緒、社會等能力發展上會有快速的發展。

由於 18-24 個月大的孩子在情緒、溝通能力上有較明顯的改變，孩子在 2

歲前受到母親互動能力影響程度也較大，所以此年齡學步兒的發展能力相

當值得探究。18與 24 個月是過去較常作為研究關注對象的年齡切節點，基

於人力、物力、時間考量，所以本研究選定生理年齡在 19-23 個月的學步

兒作為研究對象。 

二、 情緒功能行為 

人類透過演化的功能會產生一系列的情緒，而這些情緒具備不同的功

能，透過這些功能會促使人們發展出息息相關的一連串反應行為。在本研

究中所指的情緒功能行為則在探究這些反應行為的表現。情緒功能行為在

本研究的操作性定義是指在「情緒功能行為量表(The Functional Emotional 

Assessment Scale, FEAS)」上的得分。該量表共包含：「對環境產生興趣並

具有調控感官與注意力能力」、「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全感」、「與他者

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四個

向度。 

三、 溝通能力 

  溝通能力是指：個體為了達到某種意圖和目的、或是為了和互動者間

分享信念而出現的行為。不同年齡的個體出現不同的溝通行為，最常見的

包含非口語或口語溝通行動。溝通能力在本研究中的操作定義為學步兒在



 

11 
 

「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 (Communicative Symbolic Behavior Scales 

Developmental Profile, CSBS DP)」以及「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

(Mandrain-Chinese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al Inventory, MCDI)」的得

分。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共包含：「口語能力、象徵能力、社會能力」三

個向度；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共包含：「詞彙表達、語言使用、表達複

雜度、詞語連結」四個向度。 

四、 母親互動能力 

母親在與孩子互動時所會展現出不同的風格或技巧，這些特質也反應

出母親的教養信念。一般而言，母親展現出的情感表現、回應能力、敏感

度，或是幫助孩子提升能力的技巧等都可視為母親互動能力。在本研究的

操作性定義則定義為母親在「母親互動能力量表」上的得分，而該量表共

包含：「幫助孩子對環境產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幫助

孩子對環境產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誘發孩子出現有

意圖的雙向溝通行動」、「幫助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

共四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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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過去文獻研究進行說明，以下分節論述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

能力以及母親互動能力的意涵，並檢視過去相關研究以了解男孩和女孩在

這些變項上的表現差異。接著整理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

力三者間的相關性研究，並提出有關關鍵行為會影響能力發展的觀點。最

後則將相關文獻帶給本研究的啟示做一整理說明。 

第一節 情緒功能行為的意涵 

在本節中主要在說明情緒功能行為的意涵，依序針對情緒功能的定

義、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不同性別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上的表現進行

說明。 

一、 情緒功能的定義 

  有關情緒的定義和描述相當複雜，因此很難提供一個完整或唯一的清

楚說明，相關的理論包含有成熟論、學習論、發展階段論等。根據

Edgenrton(1994)所著的美國心理辭典中，將情緒的定義為：「一種狀況的覺

醒。是個體一系列的主觀 感受且多伴隨著生理狀況改變，並促使某種行動

的出現」。普遍來說情緒除了是一種感覺外，也包含了：生理效應、伴隨生

理變化的認知，以及為了避免具傷害性的刺激以及為了追求高興愉悅的刺

激所採取的行動(陳淑敏，2006)。也因為這些組成成分，所以情緒具有三個

會影響個體發展的方式，分別為：(1)情緒會引發或破壞訊息處理或選擇的

結果；(2)情緒能重組記憶，例如非常快樂或過度害怕的情緒會讓該記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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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刻；(3)當同化作用產生時，過去的情緒經驗會被同化到新的刺激上；

而這些也可以稱之為情緒的功能性(黃世琤，2004)。 

  功能性的觀點可以始自於 Piaget，他認為發展是個分有若干階段的歷

程，每個階段都有其存在的「功能」(杜聲鋒，1988)。所謂功能指的是生物

與生俱來和環境產生交互作用的方式，例如：適應與組織為個體基本的認

知發展功能，在適應能力當中又包含了同化與調整兩個功能。在認知發展

中，Piaget 認為生物體在各個發展階段中的認知功能不會改變，但是之中的

結構內容卻會產生變化。Piaget 認為嬰兒在第一、第二階段中會透過反射能

力開始與外在產生關係，這些反射活動透過同化的過程逐漸擴大和延伸，

而開始出現適應行為。例如吸吮的動作便是一種反射能力，透過吸吮動作

的練習(如吸吮母奶)會使得該動作更加鞏固熟悉，因此嬰兒會變得更容易去

找到母親的乳頭來吮吸，之後這樣的動作會同化擴展成吸吮自己的手或其

他東西。在第三階段的孩子開始將前一階段的循環反應，透過重複的動作

應用在其他事物或對象上，這種重複活動所得到的結果可以幫助他們逐漸

脫離反射反應。此時期的孩子開始萌發出意圖或目的，而且有時會透過外

在人事物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嬰兒可以拉住嬰兒床上的繩子來讓綁

在線上的鈴鐺發出聲音。而發展到第四階段中孩子的意圖會更加明顯，甚

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此時期會將舊有的基模轉換擴充

到新的活動或新的環境中，並透過某個動作來達成另一個行為以用來完成

最終的目的。 

而 Piaget 對於情緒功能的解釋雖然沒有具體的定義，但是他認為情

緒功能發展與認知發展是交織融合。在認知發展第一與第二階段中，孩

子依賴於一個緊張和鬆弛狀態相互交替的作用而產生穩定的情緒功能，

這樣的功能使得嬰兒出現尋求滿意的刺激，以及迴避不滿意刺激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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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夠適應外在環境。例如微笑就是最常見的滿意刺激徵狀，這是一種

感官與注意力以及控制臉部肌肉的情緒功能行為展現。在認知發展的第

三與第四階段中，情緒功能促使孩子會對不懂的東西展現不滿意的情

緒，對陌生人的出現感到焦慮以及在緊張狀態時出現煩躁的情緒等。而

當孩子與照顧者互動的頻率增加時，照顧者的互動行為很容易引起孩子

的情緒反應，例如開心、舒適與滿意或是焦慮與害怕等。所以孩子若能

展現出良好的情緒功能行為，便能在與他者的互動中學習如何與他人維

持溝通交流頻率，並從中建立起因果關係的連結。在第五與第六發展階

段中的孩子不再只是重複各種行為反應，他們的行為會開始產生變化，

努力做出不同的嘗試並進而理解邏輯關係、產生推理能力。直到約孩子

一歲半至兩歲左右便會開始萌發象徵性或符號性的能力，透過心理的狀

態組合模擬建構等不同抽象經驗並展現出來，並與越來越多外在他人成

為情感交流和依附的對象(吳福元，1987；杜聲鋒，1988)。 

    由於情緒是一系列相當廣泛複雜的發展過程，所以相當難以有統一的

定義，但是從上述理論觀點中知道情緒的發展和個體的發展會有密不可分

的關係。情緒功能的存在會帶動個體出現不同的各種情緒功能行為，這些

行為的結合累積會幫助個體發展出更高層次的能力，可見得情緒功能在發

展上具有相當重要的的重要性。在近三十年來的情緒研究中已經有研究開

始針對情緒的功能進行分析探究，以下即針對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進行探

討。 

二、 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 

    Levenson(1999)則提出更細緻的功能分類和系統性的反應，他認為情緒

除了可以提升個體的適應力外，還具有下列的幫助：(1)能夠面對環境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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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2)正向情緒所產生的一些復原力；(3)改變行為與認知能力的階層；(4)

帶來主觀經驗；(5)提供相關結構的記憶；(6)產生群體間的差別；(7)產生個

體間的差異等。Levenson(1999)依此提出一個情緒功能系統的假設，他認為

情緒幫助個體在面對環境時產生一連串的回饋作用，這些回饋作用包含各

種不同的層面，分別有「感知與注意力、大肢體動作行為、有目的的行為、

表達性的行為、高層次的心理功能運作、以及身體構造方面的支持系統」

等。 

    這些層面各自擁有不同的功能，而這些功能會導致一些行為反應的出

現，舉例來說：「當嬰兒被照顧者抱起時，眼神會注視照顧者」。在這個事

件中認知發展的功能在於適應(把過去對照顧者的基模以及肌肉動作基模

同化運用在這個事件中)，在情緒功能則是「感官與注意力」的運作，而嬰

兒眼神的注視便是情緒功能所產生出的行為。而當孩子年齡越大時，「大肢

體動作與有目的的動作行為」的情緒功能運作促使嬰兒出現聲音、微笑和

揮舞著手等情緒功能行為。所以當他們注意到照顧者時不僅會對照顧者出

現微笑，同時還會伴隨著聲音和揮舞的手以表示出自己的快樂。然而 倘若

這些層面的功能沒有獲得良好的執行，就會出現不良的情緒功能行為，進

而影響孩子日後的學習表現，因此對於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情形有深入了

解的必要性。表 2-1 為整理各情緒功能層面，以及正向的情緒功能行為和

負向的情緒功能行為說明。從表中也可發現 Levenson 認為這些情緒功能是

會相互影響的，舉例來說當孩子的大肢體動作行為無法流暢地調整時，便

會影響溝通目的的傳遞，最常見的如孩子無法用手指指示(pointing)來吸引

他者注意到他感興趣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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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情緒功能行為發展理論 

情緒功能 正向的情緒功能行為 負向的情緒功能行為 

感知與注意力 

 

調整知覺的門檻；將最大

的注意力放在重要的事件

上，將最小注意力放在不

重要的或不相關的事件。 

將知覺系統放在接收不

重要的事件上，或注意力

範圍顯得過於窄化。 

大肢體動作行為 能夠流暢的調整姿勢動

作。適當的改變肌肉張力

以出現有目的性的行為。 

不穩定的姿勢、較低的肌

肉張力、眼神向下迴避與

他人眼神的接觸。 

有目的的行為 能整合各種行為動作表達

自己的意圖，能夠面對新

的或具挑戰的事件。 

行為混亂，無法對他人產

生有目的的行為。 

表達性的行為 能夠出現不同的臉部表

情、聲音語調的改變，以

語句傳遞有意圖的訊號與

他者溝通。 

常出現難過的臉部表

情：嘴唇向下、音調平緩

但下降；說話速度變慢。  

高層次心智運作

的輸出 

可以存取相關的記憶，以

過去成功的經驗來回應具

新的挑戰性事件。 

過度專注在不符合自己

期待或失敗的事件上，不

願面對新事物和新挑戰。 

身體構造的支持 中樞神經、內分泌以及其

他生理上最佳的調整，來

支持個體回應具挑戰性的

事件。 

心跳加快、嘆氣、釋放糖

皮質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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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 Levenson 情緒功能假設中「感知與注意力」的層面。一般而言，

情緒會改變個體的注意力與行動來突顯環境中某件對個體而言是重要的事

件。舉例來說，當我們聽到某個奇怪詭異的聲音時，害怕會促使我們轉向

注意聲音來源的方向，而降低對於非聲音來源方向的注意力。Lundqvist、

Ö hman(2005)的研究結果指出臉部情緒的表現也可以用來預測人們的注意

力，當友善以及具有威脅的人臉呈現在人們眼前時，我們能夠更快更準確

的注意到具有威脅感的人臉。這樣的情緒功能早在孩子出生後三個月左右

就可以發現，嬰兒透過身體的姿勢或看向周遭的眼神，反應出對這個環境

產生的興趣，當接受到的刺激過於強烈時便將頭轉向他處(Tronick, 1989)。

或是在母親臉部靜止不動(still face)的實驗中，嬰兒可以很快注意到母親的

臉部表情變化，這些都是情緒功能引發注意力與感知行為的現象。Hoehl、

Wiese、Striano(2008)的研究發現，當大人看向嬰兒不熟悉的物品且露出害

怕的表情時，會特別容易誘發 3 個月大的嬰兒的注意力。也就是說 3 個月

大的嬰兒對於大人以害怕的表情注視某個方向的動作是相當敏感的，這會

成為日後的社會參照能力、語言和心智理論能力發展的基礎。情緒功能引

發的注意力行為也出現在嬰兒的社會性趨向能力(social orienting)中，該能

力促使嬰兒對社會性刺激(例如：人臉、眼神、人的聲音等)的興趣度遠高於

非社會性刺激(例如：鬧鐘的聲音、旋轉的電風扇等)。因此嬰兒不僅會較常

去注意和人有關的行為，對於社會性刺激的反應也會較為快速(Dawson, 

Meltzoff, Osterling, Rinaldi, & Brown, 1998)。 

嬰兒在選擇注意人臉和聲音的過程除了學會判斷這些感官訊息外，也

會引起被注視者的反應。比方觀察 4 個月大的嬰兒可以發現，他們在注視

照顧者生氣、害怕、難過的情緒時，容易引發照顧者給予他們一些回應，

孩子又會因應照顧者不同的表情變化而出現不同的眼神注視和臉部表情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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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再次回應(Montague & Walker-Andrews, 2001)。這些注意力以及感知能力

的控制，會成為日後重要的自我調控能力。唯有發展出自我調控情緒能力

的嬰兒才可以維持自我的穩定、建立起生物循環的規則，如：讓身體適應

清醒與沉睡的節奏、感受飢餓與飽足的調節。而且擁有良好情緒調控的嬰

兒，在他想要冷靜下來的同時會學習到獨立和保持讓自己舒適的方法，而

這也會讓家長意識到孩子已經準備好接收他感興趣的視覺、聽覺、觸覺等

感受。家長若能敏銳的察覺孩子的需求，提供溫暖適切的感官經驗、誘發

孩子對外在環境產生興趣等，將有助提升孩子的自我調控功能的發展，以

避免日後在調適情感與行為上產生困難(Greenspan, 1992)。 

在「大肢體動作」方面，控制肌肉能力的成熟促使個體表現出不同的

情緒反應，例如微笑或生氣時都會產生臉部或嘴部肌肉的改變，以及語音

聲調和動作姿勢的反應(Danel, Mortillaro, & Scherer, 2012; Messinger, Cassel, 

Acosta, Ambadar, & Cohn, 2008)。如 Hietanen 和 Leppänen、Lehtonen(2004)

的研究結果指出，人們可以靠著手部動作分辨出生氣與中性的情緒表現。

在「出現有目的的行為」方面，等待嬰兒對於肌肉張力的控制與維持姿勢

協調度等的能力越趨成熟後，便會幫助他們開始出現帶有目的性的舉動，

如：模仿能力。有研究發現 6 個月大的嬰兒在實驗室情境中，比較會模仿

陌生人的動作；但是在他們的家中時卻比較會模仿母親的動作(Seehagen & 

Herbert, 2012)。這與嬰兒在 6、7個月大時開始會對陌生人產生焦慮有關，

因此情緒因素可能會影響熟悉與不熟悉的人所出現的動作對嬰兒的意義

(Devouche, 2004)。這些有目的性的意識也促使嬰兒出現一些有意圖的表達

行為，進而形成與他者溝通的方式。Moszkowski、Stack(2007)認為碰觸行

為就是嬰兒與母親溝通的重要方式。他們研究 44 名 5個半月大的嬰兒在母

親臉部僵硬不動的實驗中，會出現較多觸碰、需要對方安慰回應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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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母親恢復正常不再不給回應時，他們會出現被動的被安撫碰觸狀態，

這反應出嬰兒透過碰觸行為來表達自己的內心狀態。 

  在「高層次心智運作的輸出」中，情緒的功能也會引發一連串較高階

的心智運作，如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執行功能指的是高級的心智

運作認知能力，它建構在基本的能力之上(如：注意力、知覺、記憶等)。執

行功能幫助個體控管且有效率的完成計畫、產生判斷與決策力以及工作記

憶等，在行為控制上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在神經科學的研究中證實大腦前

額葉的結構可以支持執行功能的運作，以幫助個體在出現或面對對情緒刺

激時可以重新認知與評估現況。Ursache、Blair、Stifter、Voegtline(2013)讓

1292 名幼兒分別在 7、15、24 個月時參加誘發害怕情緒的實驗，並在孩子

48 個月大時分析大腦的執行功能情形。結果發現當孩子在年幼時擁有較佳

的情緒反應品質和情緒調控時，日後會擁有較好的執行功能能力。Cuevas、

Bell(2013)的追蹤研究結果發現，嬰兒 5 個月大時在實驗室的評估中若是屬

於出現較短時間的注視者(表示有較佳的注意力感知運作、有較高效率的運

作過程)，他們在 24、36、48 個月大時的執行功能表現會比較長時間注視

的較佳。情緒功能行為是會產生相互作用的包裹行為，像 9-12 個月嬰幼兒

發展出社會參照能力(social referencing)就是一連串情緒功能行為的展現。此

時期的孩子首先須擁有穩定知覺系統，注意到他者的表情或線索並將該訊

號與特定目標物或事件做連結，並依此線索而調控自己的行為。比方當孩

子聽到媽媽發出帶有害怕情緒的聲音或害怕的表情時，會注視媽媽較久、

比較不會靠近玩具。這樣一連串的能力也反應出情緒與心智運作交互作用

的過程，因為情緒功能幫助孩子調控注意力而看向媽媽，工作記憶幫助孩

子判斷媽媽的表情並與過去經驗過連結，再經後設分析後做出正確的判

斷，並調控自己的行為以做出適切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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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年齡漸增、情緒功能的精熟，使得孩子開始能夠有意義的方式組

織各類行為，或是將多種感官經驗和抽象情感進行整合(Greenspan, DeGangi, 

& Wieder, 2001)。例如，孩子不再只是將積木疊在另一塊積木上；他們會一

邊將積木疊高、一邊對照顧者說：「玩積木，很開心」。12-24個月大的孩子

在看見他者出現因受傷而感覺痛的情緒，孩子會明顯增加出現關心以及安

慰別人的行為(Zahn-Waxler, Radke-Yarrow, Wagner, Chapman, 1992)。約 24

個月大的孩子能較成熟的將感覺、想法等抽象概念轉換成心理表徵能力，

若孩子能與外在環境的持續活動，便會幫助他們開始將各種不同的抽象情

緒進行更高階層的組織，因而發展出更複雜的情緒，如：內疚或同理心等。

這些能力代表孩子能透過視覺和聽覺來接收各種聲音、手勢、臉部表情、

身體姿勢、複雜情感的各種訊息，並且透過情感與認知的整合，可以對訊

息的解讀組織提升到新的層次(Mumme, Fernald, & Herrera, 1996)。 

  整理上述相關研究發現 2 歲左右的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上，

在高層次心智運作輸出方面就已經開始萌發，所以在其他更基礎的情緒功

能行為上也應有穩定的發展。然而過去國內研究並沒有針對該學步兒進行

情緒功能行為能力的探查，所以並不清楚他們的情緒功能行為發展現象，

也不甚了解各情緒功能行為之間的影響情形。而本研究則以 Levenson(1999)

的情緒功能行為發展理論為基礎，分析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上的能力現

況以及發展特質。此外由於性別也是影響發展能力的因素之一，研究者也

想要了解不同性別的學步兒在該能力展現上是否有所差異，所以首先整理

比較男孩和女孩在情緒表現上的相關研究，可供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進行對

對照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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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性別學步兒在情緒表現上的相關研究 

  過去研究中甚少有系統的分析男孩和女孩在情緒功能行為上的表現異

同，因此研究者整理有關性別影響情緒表現研究進行檢視，結果發現多數

研究認為男孩和女孩在情緒表現上是有所不同的。在有關情緒改變個體注

意力的研究中，以眼動儀追蹤男孩和女孩的眼神後發現男孩比女孩的眼神

更常在人臉的內輪廓與外輪廓上來回掃描、女孩較常注視人臉的內輪廓。

這意味著男孩比較注意整體性的呈現、女孩較為注意內在的表現。而且女

孩花較多時間注意內輪廓的特質，也使得她們在區辨人臉情緒表現的測驗

中有較高的得分(Rennels & Cummongs, 2013)。另外研究指出，18 周的女嬰

會比男嬰更能敏感注意到有產後憂鬱症母親的負向情緒轉變(Hatzinkolaou 

& Murray, 2010)。 

檢視性別影響情緒調控的研究則發現，6 個月大的男嬰與女嬰相較下較

難維持情感的調控，而且男嬰展現出較高的活動與覺醒程度，也出現較多

負面情緒以及較少抑制能力(Weinberg, Tronick, Cohn, & Olson, 1999)。觀察

6-9個月大的嬰兒和鏡中自己影響互動時的研究發現，女嬰比男嬰出現較多

元的情緒表現，而男嬰花比較多時間與鏡中的自己互動(Fiamenghi, 2007)。

Raver(1996)檢視 47 名 2歲幼兒在與母親短暫分離的實驗情境中，女孩比男

孩更需要由母親安撫的方式來調控自己的情緒，相較之下男孩比較能夠將

注意力轉移到其他玩具上。從過去文獻發現男孩和女孩在注意人事物的偏

好、情緒的表達、調控情形，以及情緒的本質上等行為是有差異的，故研

究者推測男孩和女孩在情緒功能行為上的發展也會有所不同。 

  綜合上述而言，情緒功能行為同樣具有發展階段性，且不同的情緒功

能向度會促使孩子展現出各種的情緒功能行為。從最初維持穩定情緒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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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練習、對周圍環境產生注意力與興趣，到與照顧者產生眼神的注視、形

成依附關係到主動開啟活動，出現雙向目的性的溝通、並從經驗當中建構

對環境的知識，產生更複雜的情緒理解與表達能力以及更有組織的行動

等。而 2 歲左右的學步兒不僅已能展現基礎的情緒功能行為，也開啟象徵

能力的萌發並能進行較高層次的心智運作能力。所以檢視學步兒整體情緒

功能行為表現能幫助我們對情緒發展更加了解，而分析各情緒功能行為的

關聯性不但能釐清彼此間交互作用程度，同時也能發現情緒功能行為中何

者對整體發展的影響力較大。畢竟情緒的功能幫助孩子發展出結合社會與

情緒的行為，透過這些行為的習得，孩子也越來越能獨立面對、適應外在

環境的人事物變化。若我們能對情緒功能行為特質越佳了解，也越能在孩

子早期給予適當的協助以開展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潛能。而若不同性別學

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表現上確有所差異，該分析結果除了能提供給性別研

究做為參考外，也能對教育理論實務上提供不同的思考觀點。父母或相關

教保人員如何因應不同性別的孩子給予不同的引導和互動方式，才能有效

的提升孩子能力發展等，這些都是本研究重要的目標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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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溝通能力的意涵 

  本節主在探討溝通能力的定義、說明溝通行為的發展過程以及整理過

去比較男孩女孩在溝通能力發展差異的相關研究。 

一、 溝通能力的定義 

  「溝通」，指稱的是一種表達與接受的過程、是一種心理狀態(如：情

感、訊息、思想與意見等)的交流。在溝通過程中不論表達訊息或接受的一

方，必須都要使用約定俗成或通用的符號系、表情動作等方式才能產生有

效的溝通。由於溝通過程指的是一來一往的雙向互動，而非單向的表達或

接受，所以一個成功的溝通必須包含一些先備條件。例如：互動者間能夠

分享彼此的共同信念、能夠覺知說話者特殊的心理狀態，以及具備某種意

圖和動機等(Bosco, Bucciarelli, & Bara, 2006)。換句話說，也就是表達者必

須具有溝通的意圖並出現溝通行動、接受者知道自己有回應的義務，而且

彼此使用的媒介或符號都必須是約定俗成或雙方理解的。溝通是由許多不

同層面的能力所組合而成，雖然最常使用的溝通方式為口語，但是如肢體

動作、表情，或是文字訊息等都可成為溝通交流的媒介。從圖 2-1 中可看

出溝通可以透過語言、副語言、非語言的方式呈現，而每一種方式底下還

會有不同的行為表現，這些行為也都會影響溝通品質的好壞程度(錡寶香，

2009)。尤其年幼孩子也會大量使用非語言的方式來與他者達成溝通互動，

所以我們在探討孩子的溝通能力發展時應同時檢視非口語能力方面的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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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溝通能力架構圖 

  從上述可以發現溝通是有賴多管道的方式來進行的，我們透過口說語

言、書面語言、眼神、情緒表情、音量、說話快慢、肢體動作等向他者傳

遞出自己的溝通意圖。其中在語言管道中還包含了語言使用能力、音韻、

語意、構詞、語法等要素。而副語言溝通管道則屬於正式語言系統之外的

特徵，透過副語言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準確傳遞和理解訊息，如同用不同的

說話口氣說同樣一句話，可以有歡樂、生氣、嘲諷等不同的解讀。還未發

展出口語能力的年幼孩子多使用非語言管道進行溝通，當然已經具有口語

能力者也仍然會使用非口語方式來與他者進行溝通交流。透過這樣的過

程，我們不斷的練習表達自己的溝通目的、接收別人的意圖與如何維持一

來一往的溝通循環。而所謂擁有良好溝通能力者，便是可以更有效率地透

過不同溝通行為完成上述的目標。溝通能力是個體發展中相當重要的領

域，隨著孩子年齡的成長其溝通行動也會從非口語方式轉變成口語方式，

以下及針對溝通行為的發展變化進行論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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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溝通行為的發展  

孩子在出現溝通行為之前須先具備有與人溝通互動的動機，也就是溝

通意圖的產生。Goldman(2001)訪談多位母親的研究結果指出，許多母親會

將寶寶發出「ㄇㄚㄇㄚㄇㄚ」的聲音視為「他們想要某種東西」，意即她們

認為孩子在早期就具有溝通意圖的動機、有目的的在表達他們的想法。的

確，溝通動機的存在促使溝通行為的出現，一般孩子在 4 個月大時會出現

社會性的微笑來讓照顧者明白自己正處於愉快的情緒之中。當照顧者出現

手勢或聲音時，孩子則會和照顧者出現眼神的接觸。到 9 個月大時，他們

能夠開始追視他人的眼神或手指指示方向，或是主動開啟物品導向的眼神

注視和手指指示。孩子的眼神注視、追視他者的手指或眼神指示行為，代

表他們不僅注意到他者的存在、他者的溝通意圖，也意識到他者正在注意

的焦點。如同 9-15 個月大孩子可以穩定的在互動中積極的協調與夥伴的互

動，並且彼此分享興趣與共同焦點。這些能力的累積促使「相互協調注意

力(Joint Attention, JA)」的發生(Dunham & Moore, 1995)，也就是孩子的眼神

在物品-照顧者-物品之間做切換，形成一個三角間的關係，這些行為與孩子

日後的語言發展都有顯著的相關(Chiang, Soong, Lin, & Rogers, 2008)。 

當孩子越來越能夠運用不同的聲音或手勢來表達意圖需求時，也代表

他們逐漸擁有較佳的溝通能力(Sachs, 2001)。當孩子能夠運用手勢去影響聽

者去做某事、或是引導聽者的注意力，這些行為在溝通功能上是具有不同

意義的。Blake 和 Dology(1993)觀察 4 名 9-10 個月大的孩子與照顧者互動

時的溝通行動表現，並持續追蹤到孩子 14 個月大時。研究結果指出孩子約

在 11 個月大時會增加評論的手勢(引導他者的注意力)，比方指一指書的內

容或是展示一個物品給照顧者看，在 13 個月大開始增加對他者出現要求的

手勢(引導他者去做某事)。而 Camaioni、Aureli、Bellagamba、Foge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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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4名幼兒(2名男孩、2 名女孩)為研究對象，從孩子 10個月大時追蹤他們

到 24 個月大，觀察他們與母親互動時除了出現「指示性的手勢(Deictic 

gestures)」外，還會出現「表徵性的手勢(representational gestures)」。表徵性

的手勢呈現出一個具體的指涉，而且該手勢代表的意義不會因為情境改變

而改變。例如，孩子將娃娃放到床上後，將食指放到嘴唇上代表安靜的意

思；並微笑看著媽媽。表徵性功能的手勢可能是建構前象徵期與象徵期之

間的橋梁，與日後抽象語言的發展也有顯著的相關。而溝通手勢與物品間

的距離遠近，也反應出孩子在不同年齡的溝通能力表現。如 Carpenter(1998)

等人的追蹤 24 名 9-15 個月嬰幼兒的研究，探討孩子的引導他者注意的能

力發展現象，將孩子出現的手勢行為分成「要求或拒絕物品或活動的手勢

(imperative gestures)」，以及「要求或拒絕注意的手勢(declarative gestures)。

而「近端的要求或拒絕注意」手勢約在孩子 10.5個月大、「遠端的要求或拒

絕注意」的手勢在 12.6 個月大時出現。因此綜合來看，手勢的功能、與物

品的遠近等特質，也可做為檢視孩子溝通技能發展狀態的指標(Crais et al., 

2004)。  

    要了解幼兒的溝通能力，除了可以檢視孩子眼神在物與人間的切換、

對手指指示的跟隨、手勢的功能、手勢與物品的距離外，還可以觀察孩子

在遊戲時對於玩具物品的功能性、假扮性使用方式。Lewis、Boucher、

Lupton、Watson(2000)的研究結果指出，孩子功能性的遊戲能力會和其語言

表達能力有關；象徵遊戲的能力卻同時和表達性語言、接受性語言有相關。

Poikkeus、Laakso(1997)將 110 名 18個月大的幼兒分成早說話組以及晚說話

組，並評估分析他們的遊戲行為後發現。在這兩組幼兒中，一般遊戲的分

數都和語言理解能力有顯著關係；但在早說話組中，出現象徵遊戲的百分

比和語言理解能力有顯著正相關存在。Piaget 也提出嬰幼兒必須先具備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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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運作的思考能力，才能夠發展出語言能力的觀點。因此幼兒假扮遊戲的

萌發不僅是一種抽象能力的形成，溝通能力的展現，同時也是預備好學習

語言的重要條件。 

  檢視相關文獻發現，過去用來嬰幼兒溝通能力的評估工具大約可分為

三類(錡寶香，2002)：(1)標準化的語言或溝通能力測驗。評量工具有一定

的實施程序並具備適當的效度信度和常模計分標準等。重點在於提供量化

的訊息而提高解釋的說服力，但是年齡較小的孩子可能無法配合整個評估

過程；(2)語言樣本的蒐集。透過拍攝影帶或錄音的方式將孩子自發或被誘

發出的語言樣本加以記錄編碼分析，主要來自於臨床或語言治療師認為語

言樣本比較能反映出孩子的真實能力。不過編碼方式會影響得分能力的報

告，因此編碼人員應受過專業的檢核和一致性的信度檢驗；(3)家長報告量

表。由專家學者修訂或制定具結構性的量表，由家長報告的方式請他們依

據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力表現進行填寫，此方式特別適合還不適切接受

傳統標準化評估的年幼孩子，因為家長可以描述孩子在平日生活中較真實

的能力展現。綜合來看，雖然每種評估工具都有其優缺點，但由於本研究

以學步兒做為研究對象，年幼孩子比較容易受到陌生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能

力表現，而此年齡的孩子也有較長的時間與家長相處，因此本研究比較適

合適合在自然情境中蒐集語料，並輔佐家長報告量表的評估方式來評估學

步的溝通能力，而不適宜使用標準化評估方式。 

    綜合而論，學步兒能展現出溝通能力首要要先具備兩種能力的基石，

一者是對他者具有溝通動機的社會能力、另一者為能將具體經驗轉換為抽

象符號或思考的象徵能力。而且當嬰兒出生後到發展出口語能力的這一段

時期，孩子會逐步發展出一系列的不同溝通方式，如：手勢、聲音、眼神

或表情等行為，以便向他者傳遞有意義的溝通意圖、或是建立關係與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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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Bruinsma, Koegel, & Koegel, 2004)。所以研究者認為除了檢視學步兒

的口語和非口語溝通能力外，也可進一步分析如溝通能力包含的象徵與社

會能力向度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彼此的影響程度又如何？另外在評估

工具的考量上可同時使用家長報告量表與語言樣本蒐集的方式，以獲得學

步兒全面性的溝通能力發展情形，並避免低估孩子的真實能力。除此之外，

不同性別的學步兒是否在溝通能力上會有不同的發展現象，也是相當值得

探究的議題，以下針對性別對嬰幼兒溝通能力發展的影響進行論述說明。 

三、性別對溝通能力發展的影響 

  國外研究多使用麥克阿瑟溝通發展量表(MacArthur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Inventory, CDI)來檢視 3 歲前孩子的語言能力發展。不過有關

性別影響溝通能力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有些研究發現女孩的語言表現明

顯優於男孩，如：Eriksson et al. (2012) 分析 13,783 個母語為 10 種非英語

的歐洲語系、0.8個月-2歲 6個月孩子在 CDI 上的表現，研究結果發現女孩

的溝通手勢、語言表達、結合詞都明顯比男孩出現的還多。Sansavini、Bello、

Guarini、Savini、Stefanini、Caselli(2010)針對 10個月至 17 個月大的嬰幼兒

所做的研究顯示手勢和語言能力具有相關性，且女孩在手勢、語言理解、

利用物品做出動作的能力(如：把電話拿到耳朵旁邊)的發展能力都比男孩還

高。Kern(2004)分析 548 個 8-16 個月大嬰兒在法語版的 CDI 上的表現，結

果發現女孩在詞彙表達上的表現優於男孩。 Berglund、 Eriksson、

Westerlund(2005)以瑞典版的CDI檢視 1019位 18個月大瑞典幼兒的發展情

形，結果發現女孩在手勢和詞彙理解、詞彙表達上的發展優於男孩。

Galsworthy、Dionne、Dale、Plomin(2000)檢視超過 3000 名的 2歲英國雙胞

胎表現，發現女孩的 CDI 總分顯著高於男孩。Stokes、Klee(2009)針對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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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24-30 個月大孩子的研究也顯示，女孩在 CDI 上的表現優於男孩。還有

Arden、Plomin(2006)以追蹤性研究分析男孩女孩在 2-9 歲時的發展表現，

結果發現女孩在 2 歲時 CDI 的能力表現皆優於男孩。前述研究多指出年幼

的女孩的語言表現顯著優於男孩，然而 Berglund、Eriksson(2000)針對 16-28

個月大的 336 名孩子進行追蹤性研究，結果發現在瑞典版 CDI 中的詞彙表

達、語用能力、文法能力、語句長度，並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Bornstein、

Hahn、Haynes(2004)以縱貫性研究的方式追蹤 329 名從 13 個月到 82 個月

大兒童的語言能力表現，發現在孩子 1 歲後至 7 歲前，雖然女孩在 CDI、

雷妮氏發展量表(Reynell Developmental Language Scales. RDLS)上的向度都

高於男孩，但是在魏氏幼兒智力量表上的口語能力上則沒有顯著差異。而

Lyytinen、Poikkeus、Laakso(1997)檢視 110 名 18 個月大幼兒的研究結果則

指出，不論是在 CDI 還是在 RDLS 上都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 

  另外溝通能力包含其他許多能力向度，如象徵能力、社會互動能力等，

尤其年幼孩子的發展更是全面性的，因此若不同性別的學步兒在這些向度

上的能力有所不同。那麼也就可以合理推測，男孩女孩在溝通能力上的表

現是會有差異的。探究相關研究發現，在「社會領域方面」中 Leeb、

Rejskind(2004)針對新生兒所做的研究結果指出，女孩比男孩較常出現交互

的眼神注視行為，還有女孩比較常接觸成人、較多利社會行為，例如：主

動分享、展示玩具、被動接受分享等，這些都影響孩子在情境中的社會學

習能力(Campbell, Shirley, & Candy, 2004)。不過以社會情緒檢核表檢視不同

性別孩子的表現卻發現，兩者的行為表現並沒有有顯著的不同(Stokes & 

Klee, 2009)。在「象徵領域方面」，Piaget 認為孩子語言和象徵遊戲的萌發

反應出他們開始具備象徵能力，能在去脈絡化的情境下使用這些符號功能

來與他者溝通或表達出內心想法等。因此象徵遊戲的能力被認為是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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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關的(杜聲鋒，1988)。如 18 個月大幼兒的象徵遊戲能力表現和語言

能力之間具有相關性(Lyytinen, Poikkeus, Laakson, 1997)。13個月大孩子的

語言理解比語言表達更能預測象徵遊戲能力；20 個月大的孩子，其使用語

義的多樣性(例如：句子、介詞、結合詞、複數等)和象徵遊戲能力有關

(Tamis-Lemonda & Bornstein, 1994)。 Bornstein、 Haynes、 O’Reilly、

Painter(1996)的研究發現女孩在獨自遊戲時表現出的象徵成分比男孩更

多。Lyytinen、Laakso、Poikkeus、Rita(2008)研究也顯示，14 個月大的女孩

的象徵遊戲能力顯著高於男孩，且也比較常使用娃娃做出一些比如幫娃娃

蓋棉被等假扮行為。若從社會環境觀點來看母親較常與女孩玩象徵遊戲，

那麼可以推測她們擁有較多學習和練習象徵遊戲的機會，其象徵能力可能

會比男孩有較佳的表現。 

    從上述來看，所以我們在檢視孩子的溝通能力也可同時檢視社會與象

徵能力，並分析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程度，以更全面性了解孩子的溝通能

力發展情形。同時，由於學步兒會透過非口語(例如：主動性的眼神與手勢

指示或是被動性的眼神與手勢跟隨、相互協調注意力等)與口語(包含聲音、

單字或雙詞、句子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溝通意圖，所以在檢視孩子的溝通

能力時應包含口語和非口語的溝通行動表現。而過去有關年幼孩子的溝通

評估工具，可分為家長報告量表和語言樣本的資料蒐集，研究者認為上述

兩種評估方式都有其優缺點，因此在評估溝通能力時可參酌使用兩種工

具，才較能評估到孩子的真實能力。而整理過去有關男孩女孩在溝通能力

上的比較研究，其分析結果還未有一致性的發現，所以本研究欲透過兩種

不同的評估方式，以及檢視和溝通能力有關的社會與象徵能力，同時分析

男孩和女孩在口語以及非口語溝通行為上的表現情形，以釐清國內學步兒

在整體溝通能力發展上是否有顯著的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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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以發現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對學步兒來說都是重要的

發展領域，如何幫助學步兒在早期能開發其潛能，獲得良好的情緒功能行

為與溝通能力便是相當重要的主題。而神經科學觀點認為學步兒時期的大

腦發展受到外在刺激影響甚大，而此時期的孩子最常在的地點多是家中、

最常接觸和擁有較高互動頻率的人則為母親。所以研究者推測母親與孩子

互動時所展現出的互動技巧，會影響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發

展。因此在檢視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的發展研究中，也應同時探究母

親互動能力的重要性。以下針對過去有關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行為、

溝通能力的相關研究進行整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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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母親互動能力的意涵 

  本節主在整理說明過去有關母親互動能力與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溝

通能力關聯性的研究。以下依序針對母親互動能力的定義，母親互動能力

與情緒功能行為的關係，以及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間的研究觀點進行

描述。 

一、母親互動能力的定義 

    母親互動能力指的是：「母親在與孩子互動過程中，以什麼樣的特質、

風格技巧與孩子互動的表現」。Mahoney、MacDonald(2007)認為照顧者的主

要互動行為特質會影響孩子的能力發展，例如：(1)成就導向-照顧者鼓勵孩

子發展出更高層次的能力；(2)照顧者在互動時展現的情感品質-在活動中能

夠充滿熱情與活力，也展現出溫暖和喜悅的感受；(3)敏感度-照顧者支持與

鼓勵孩子的活動與行為程度；(4)控制-照顧者決定孩子要做什麼、該如何做

的程度高低等。所以可以推測照顧者在互動時所展現出的行為特質，以及

技巧風格會影響孩子的能力發展。過去不少研究結果都指出不論一般嬰幼

兒或特殊孩子，照顧者提供的互動經驗與孩子早期能力的發展速率有顯著

的相關(Mee Kim, Mahoney, 2004; Mahoney, Boyce, Fewell, & Wheeden, 1998; 

Mahoney, Perales, 2003; Tamis-LeMonda, Bornstein, Baumwell, Melstein 

Damast, 1996; Tamis-LeMonda, Bornstein, & Baumwell, 2001; Yoder & 

Warren, 1999)。 

檢視相關文獻後發現評估母親互動能力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兩類評估

工具來檢視照顧者的互動品質，分別是(1)家長報告量表：使用檢核表形式

或請母親填寫問卷，以了解她們面對孩子對自己出現負面行為時的互動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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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Vecchio & O’Leary, 2008)。例如：調查母親以口語或非口語支持孩子開

啟一個活動的行為頻率為何(Liu, Chen, Zheng, Chen, Wang, 2008)。評估母親

對孩子展現的溫暖強度等(Gaertner, Spinrad, & Eisenberg, 2008)；(2)評估母

親與孩子互動時目標行為的表現頻率。比方，觀察母親在與孩子玩玩具互

動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情感反應(Calkins, Smith, Gill, & Johnson, 1998; 

Miller, McDonough, Rosenblum, Sameroff, 2002)、行為功能(例如詢問、澄

清、提示、描述等)出現的頻率(Paavola, 2005; Tamis-LeMonda, Bornstein, 

Baumwell, 2001)等。研究者認為由母親自行填寫互動能力的報告量，可能

導致家長在回想過程中出現錯誤或是對於過於主觀的判斷自己的互動方

式。若能營造一個類似日常互動的遊戲情境，讓母親與孩子透過玩具媒介

自由互動，再由評估者將互動過程攝影拍攝後進行編碼，較能夠準確地了

解母親互動能力特質。尤其母親互動能力表現會受到孩子回應或是開啟行

為的影響，所以評估工具若能同時評估母親、孩子的互動能力表現，也能

看到整體性的互動品質或進一步分析母親與孩子間的影響情形。 

二、性別對母親互動能力的影響 

母親互動能力的展現除了具有個別差異外，有研究指出孩子的性別會

改變母親所展現出的互動行為模式、照顧者的互動風格與孩子性別之間也

有顯著的關係。在早期的母親對不同性別孩子的互動回應研究中發現，男

嬰母親比起女嬰母親會較常以口語方式鼓勵孩子出現大動作的行為，母親

也顯著較常回應男嬰的大動作行為表現(Smith & Lloyd, 1978)。而且男孩母

親在回應手足之間的爭吵行為時，會比女孩母親的回應行為更有一致性

(Kendrick & Dunn, 1983)。或是母親會對男孩展現出較多的控制行為，而且

也較為嚴厲 (Miller, Cowan, Cowan, Hetherington, Clingempeel, 1993; 

othbaum & Weisz, 1994; Webster-Stratton, 1996)。男孩在面對母親的控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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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比女孩更常出現生氣地回應等(McFadyen-Ketchum, Bates, Dodge, Pettit, 

1996)。上述的相關文獻幫助我們理解何謂母親互動能力的定義，也發現母

親與男孩和女孩互動時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行為表現。然而，由於母親互動

能力所包含的能力也相當廣泛，所以要如何能準確評估母親的互動品質是

一個複雜的問題。所謂互動指的是一個雙向的交流，所以研究者認為在評

估母親互動能力時應觀察母親如何與孩子開啟、回應溝通行為，她所呈現

出的互動氛圍是愉悅正向或是焦慮充滿壓力的。故若能營造一個自然的互

動情境觀察母親的行為表現會較為適切，而以玩具為媒介的遊戲情境可較

有效地看出母親平日與孩子的互動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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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的相關性 

  從上述第一、第二、第三節中我們了解到何謂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

力和母親互動能力，而過去不論根據神經科學或是社會學習理論、認知建

構理論，或是心理分析、生物學論等，都指向母親在與孩子互動時展現的

行為特質，和孩子的能力發展會有高度的相關。所以研究者在本節首先描

述過去有關母親互動能力與孩子情緒功能行為以及溝通能力的相關研究。

接著並檢視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之間的相關性，以理解這三者能力之

間都具有關聯性。 

一、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行為的關係 

  由於外在環境的刺激會促使情緒功能衍發出一連串的反應行為，所以

可推測孩子所接觸到的外在刺激經驗會影響情緒功能行為發展。一般而

言，孩子出生後藉由照顧者提供良好的情緒經驗(例如:讓孩子感覺舒適的輕

拍)來學習如何調節穩定的生理系統，這使得他們日後更有能力處理衝動、

在處理情緒感受時更有彈性。6個月大的孩子會開始學習如何與主要照顧者

開啟、維持和調整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照顧者的回應過於機械或冷

漠、缺乏情感的交流或拒絕對孩子表達情感。或是當孩子無法協調感官經

驗，缺乏能力接收、理解互動中的因果關係，將容易造成與照顧者之間的

情感溝通異常、雙向互動的失敗等(Wider, 2007)。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兩者之

間是具有相關的，母親互動行為會是影響孩子情緒功能行為發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Sroufe, 1997)。 

  過去針對母親互動能力影響情緒發展的研究約可從幾個向度進行探

討：(1)情緒調控能力，Calkins(1998)等人針對 65 名 24 個月大的幼兒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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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與母親的互動行為發，母親的互動行為和孩子在生氣、沮喪、對物品

焦點上的情緒調控能力有顯著關係。Miller(2002)等人觀察 225 名 7 個月大

的嬰兒與母親互動時的研究結果發現，母親的互動敏感度和孩子的情緒反

抗行為是負相關，但是和孩子尋求注意力的行為成正相關。(2)情緒理解能

力，Ensor、Spencer、Hughes(2011)等人檢視 102 名幼兒的研究發現，在孩

子 2 歲時母親敏感回應孩子評論、要求、行為意圖的能力，可以預測孩子

在 3歲時的情緒理解能力。(3)社會情緒能力，Liu(2008)等人檢視 94 名孩子

的研究發現，母親在互動時的鼓勵行為可以顯著預測 2-4 歲孩子的社會能

力(例如：可以與團體成員分享目標、和人一起遊戲等)。針對 119 名 12-36

個月大的幼兒的研究發現，低社經家庭中母親的情緒表現以及對孩子的一

致性回應行為可以預測孩子的社會情緒能力，當中包含：承諾、模仿遊戲、

精熟的動機、同理心等(Brophy-Herb, Schiffman, Bocknek, Dupuis, Fitzgerald, 

Horodynski, Onaga, Van Egeren, Hillaker, 2011)。(4)情感依附類型，Blehar、

Lieberman、Ainaworth(1977)等人發現當照顧者具有較佳的互動敏銳度時，

孩子在日後越有可能出現安全型的依附關係。逃避型與抗拒型孩子的照顧

者，在敏感度量表的得分都較低。當母親越能夠敏感注意和回應孩子時，

代表當孩子的情緒被激起時，就算是混亂的情緒也能夠獲得他人的反應和

安撫並獲得平衡。品質較佳的親子互動經驗能夠幫助孩子擁有良好的情緒

調控能力和彈性，對日後其他情緒能力的發展也有正向的影響。媽媽害怕

的聲音會比起中性音調的聲音更容易引起孩子的負面情緒。倘若照顧者提

供給孩子的互動經驗不足時，孩子會明顯減少出現目標導向或物體導向的

行動(Svetlova, Nichols, Brownell, 2010)。品質越佳的親子互動也會促進孩子

社會情緒能力的展現，尤其孩子跟照顧者間的情感依附關係，便是早期社

會情緒發展中重要的行為表現之一(Kochanska, Forman, & Coy, 1999)。 



 

38 
 

母親互動能力在嬰兒出生便開始產生影響力，透過一來一往的互動會

開始刺激孩子的情緒功能系統，進而發展出一系列不同的情緒功能行為。

舉例來說當嬰兒受到刺激而出現情緒，臉部、肢體的變化後，觀察到這些

訊息的照顧者也會產生同樣的情緒經驗，並進一步以比較誇張的語調或表

情來回應嬰兒的溝通訊號。照顧者和孩子都透過相同的感官知覺與動作系

統與對方產生情感的共鳴，例如：嬰兒聽到媽媽的聲音後露出微笑，而媽

媽看到孩子笑容後也以笑容和眼神注視回應。這些豐富的互動交流經驗幫

助孩子發展出「預期能力」(Nelson, 1994)，這些能力也會成為孩子情緒反

應的一部分。例如：媽媽用手遮住自己的臉和孩子玩躲貓貓，由於孩子可

以預期媽媽會把手放下因而感到興奮期待；若缺乏預期經驗的孩子則可能

會對媽媽這樣的行為感到不解或焦慮。當孩子經過無數次與照顧者的互動

後，這些刺激的結合與感受會幫助孩子建立起情感的資料庫。當照顧者的

出現與正向情感的經驗緊密結合時，便會成為孩子情感的依附關係，這也

是情緒功能行為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依附的形成讓孩子在與照顧者的互

動中開始扮演主動性的角色，他們不再只是單向的回應角色，而是可以透

過溝通行動來表達自己的意圖。如孩子指著櫃子上的餅乾看向照顧者，照

顧者便能解讀孩子想要餅乾的意圖。這樣的能力再加上不同基模的組織同

化與調適，使得孩子與照顧者間會出現更多雙向的溝通意圖與行動。且照

顧者的反應更會影響孩子決定持續進行溝通循環的動機多寡，例如：當孩

子拿著玩具大象展示給媽媽看時，若媽媽也露出驚喜的表情回應孩子，會

促使孩子再拿其他玩具給媽媽看、期待媽媽給予的反應。 

綜合上述可知，母親互動能力具孩子情緒功能行為間具有密不可分的

關係，而從前述文獻中也發現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之間是有緊密的相

關。因此研究者推測母親互動能力也會影響孩子的溝通能力發展變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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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針對相關議題的研究進行說明。 

二、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的關係 

    母親的互動能力不僅可以改變孩子的情緒功能發展，對於溝通能力的

更是有顯著的影響。Vygotsky(1962)曾提出社會互動情境是早期語言習得一

個很重要的基礎，因此理想的語言學習環境必須是成人的語言描述的物品

或事件是孩子所注意或相關的焦點(Bloom, 1993)。這樣的論點也被相關研

究佐證：一個成熟的語言使用者可以誘發出孩子的相互協調注意力，此互

動過程更是孩子可以獲得新語言訊息的最佳時機 (Moore & Dunham, 

1995)。所以若家長在與孩子的互動活動中，能敏感的發現孩子正在注意的

事物、誘發孩子的溝通意圖、給予熱情愉快的回應以幫助孩子維持互動動

機等，將有助孩子有效獲得語言的輸入刺激、有機會練習語言能力的產出。

不少研究指出溝通行動和溝通能力有關，例如：相互協調的注意力、手勢

的出現、手指指示的跟隨或引導、象徵遊戲能力的表現等，而母親互動行

為會對孩子的這些行為能力發展造成影響。諸如：(1)母親的互動行為預測

孩子日後的溝通意圖產生：Paavola、Kunnari、Moilanen(2005)在 27 名嬰兒

10 個月大時到家中觀察他們與母親 20 分鐘的自由遊戲表現，並在他們 12

個月大時評估他們的語言技巧。結果發現母親的回應次數和嬰兒的溝通意

圖行動之間並沒有相關性，但是母親的回應敏感度和孩子的溝通意圖行動

可以預測孩子早期的語言理解能力。(2)母親的互動行為可以預測孩子日後

的相互協調注意力(JA)發展：Gaffan、Healy、Murray(2010)觀察 59 名嬰兒

在 2、4、6、9 個月大時與母親的互動遊戲，以及相互協調注意力(Joint 

Attention, JA)的發展情形。研究結果發現，母親在孩子 6 個月大時的互動行

為(包含教導、將玩具與活動連結、敏感度)和孩子日後的 JA 表現有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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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3)家長提供的互動刺激和孩子的手勢表現有相關：Namy、Vallas

和 Knight-Schwarz(2008)以 31 名 16-22月大的幼兒進行研究發現，家長在與

孩子進行的自由遊戲互動中提供的刺激輸入(如出現口語命名的頻率、象徵

活動的次數等)，和孩子的手勢出現量有顯著的正相關。(4)母親的互動行為

和孩子的象徵遊戲表現有顯著相關：Fiese(1990)針對 57 名年齡在 15-24 個

月之間的幼兒，檢視他們在自己玩、和媽媽一起玩、媽媽模仿孩子行為、

孩子模仿媽媽行為這四種情境下的表現。結果發現當媽媽的互動越趨指導

性或一直問問題時，會導致孩子的象徵遊戲行為下降；但是與孩子的輪替

行為可以顯著增加孩子的象徵遊戲表現。(5)母親的互動品質可以預測孩子

日後的語言能力。 

    Bee(1982)等人在一個長達四年的縱貫性研究中，研究發現母親與孩子

的互動品質可以預測孩子 24-36 個月孩子的 IQ 以及語言能力表現。

Tamis-LeMonda(2001)等人分析 50 名孩子發展出五個表達性語言里程碑(第

一次模仿、第一個單字、表達性語言達 50 個字、出現結合詞、使用語言談

論過去發生的事)，與母親回應敏感度的關係。透過母親與孩子的互動自由

遊戲中進行編碼，結果發現母親敏感度和孩子發展出語言里程碑的時間點

有相關。尤其母親在孩子第 13個月大的回應敏感度會比 9個月大時，更能

夠預測孩子的語言能力。由此可知，當照顧者越能回應孩子的溝通行為、

解釋孩子的溝通行動，認為孩子的行動是具有意義的時，孩子的溝通能力

表現就會越好(Bornstein, Tamis-LeMonda, & Haynes, 1999)。認知能力與社會

情緒能力也是語言能力重要的基礎。研究發現母親互動能力對孩子的認知

能力發展有顯著的影響，如照顧者的敏感度行為對於孩子的智力發展商數

更有持續性的影響，這意味著照顧者與孩子互動時的敏感度品質，不只和

當時孩子的認知能力發展有正相關，更能預測孩子日後的認知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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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ell, Casal, Glick, Wheeden, & Spiker, 1996)。 

    總結來說，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之間不但具有關聯性，母親互動

能力與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發展也同樣具有相關性。由於溝通能力是

學步兒能力發展的重要領域，探究如何有效提升溝通能力的表現是相當具

有價值的。研究者分析過去為促進孩子學習能力所進行的介入研究，發現

「關鍵行為(Pivotal behavior)」一詞的說法((Koegel, Koegel, & Scheribman, 

1991)。關鍵行為指的是個體某種可幫助孩子習得許多重要功能的核心能

力。在特殊需求孩子的介入研究中，就有以關鍵行為的概念作為出發點，

設計出核心反應訓練(Pivotal Response Training, PRT)來提升孩子的重要能

力，並獲得相當大的成效。在國內研究中有以發展障礙兒童為主的介入研

究中，透過關鍵行為的改善提升重要的發展能力。例如提升孩子回應社會

環境的動機、回應多元環境線索的策略能力、孩子的主動性、自我調控等

能力等關鍵行為，可以有效幫助象徵遊戲能力、社會互動行為、相互注意

協調能力、溝通等能力的獲得 (林樺鋒、葛竹婷，2013；張家銘、唐榮昌、

王明泉，2008；陳玉清，2009；黃鈺菁、鳳華，2007；鍾佳蓁、鳳華，2005)。

換句話說，透過這些關鍵行為能力的改變，才能有效提升習得其他各項的

能力(Koegel, Koegel, & Scheribman, 1991; Kogel, Kogel, & Carter, 1999; 

Koegel, Koegel, & Brookman, 2003)。 

  專家學者指出關鍵行為在發展中占有重要性的角色(Kogel, Kogel, & 

Carter, 1999)，在上述文獻中也發現改變關鍵行為可以有效提升特殊需求幼

兒的重要發展能力。然而，一般兒童在發展能力的學習是否同樣受到關鍵

行為的影響呢？研究者認為學步兒的溝通能力必須透過與周圍環境的互

動，而越積極探索環境和外在刺激的孩子可以從中產出更多洞察力和新的

發現，就越能夠學會新技巧和新概念的重要功能(Mahoney & Lin, 2007)。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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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情緒功能行為的學步兒，才能對外在人事物產生興趣，並流暢的

運用各種動作、表情、聲音等表現自己的意圖，以及學習高層次的心智運

作後才有辦法發展出抽象性的口語能力。當母親擁有較好的互動能力時，

也能提升孩子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所以若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

力有一者可以調控母親互動能力對另一能力帶來的影響，那麼便具有關鍵

行為的功能。故本研究者根據上述文獻研究提出兩個假設：(1)情緒功能行

為是影響溝通能力發展的關鍵行為；(2)溝通能力是影響情緒功能行為發展

的關鍵行為。並透過實證性的研究方式來驗證上述兩個假設，何者才是正

確。 

三、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的關係 

  根據本研究採用的情緒功能假設認為，情緒功能行為包含有：「感知與

注意力、大肢體動作行為、有目的的行為、表達性的行為、高層次的心理

功能運作、以及身體構造方面的支持系統」等。從過去的文獻中可發現，

這些能力與孩子的溝通能力發展會有相關，如同當孩子的眼神可以在人-物

-人之間做三角的切換時，代表他在確認他者的關注的焦點是否與在同一個

物品上。這樣的能力幫助孩子越能夠理解他者的意圖並擁有較好的溝通能

力(Kristein, Sodian, Thoermer, Perst, 2011)。而當孩子擁有與他者溝通的意圖

時，會促使孩子出現動作行為來達成自己的目的，這個觀點也可從 Iverson、

Braddock(2011)發現語言障礙的孩子，在精細動作和粗大動作表現都不如一

般孩子來的好來獲得支持。除此之外，Desmarais(2008)等人針對遲語兒

(late-talking)研究的後設分析發現，詞彙表達能力會和孩子的社會情緒發展

有相關性。這意味著當孩子的詞彙表達能力較弱時，社會情緒方面的能力

也會相對較差。Moreno 和 Robinson( 2005)針對六月半以下的嬰兒進行追蹤

性研究，結果發現孩子在八個月時若被母親認為是情緒表現較有活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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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個月大時的語言表達能力會較佳，以及 24-36個月大時的認知表現也

會較好。以 Vygotsky 提出的象徵能力可幫助互動能力以及心智思考層面的

提升的觀點為主，Vallotton 和 Aypub(2010)追蹤分析幼兒在 14、24、36 個

月大時，與母親互動時展現出的手勢和單字做為象徵能力表現。結果發現

象徵能力可以有效預測孩子日後的社會情緒發展能力，顯示出兩者有顯著

的相關性。 

  由上述文獻觀點可知，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

力三者之間具有高度的關聯性，會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由於在孩子的發

展中發現會有某些行為會具備廣大的功能，當提升該行為表現時可以改善

多個能力的表現，也就是所謂「關鍵行為」的概念(Kogel, Kogel, Carter, 

1999)。關鍵行為的觀點是由一群想要增進自閉症孩子學習效能的學者，藉

由介入研究的進行而開始，他們指出自閉症孩子由於缺乏：持續性、主動

性、雙向交流與自我調控等關鍵行為，使得他們在學習過程中出現障礙與

困難。如要有效的改善孩子的能力不能只針對介入目標進行練習，首先應

先從改變這些關鍵行為開始(Mahoney & Lin, 2007)。研究者假設一般孩子能

力的獲得同樣會受到關鍵行為的影響，且研究者發現過去學者提出的關鍵

行為內容和情緒功能行為略有相似之處，而整理過去文獻後又發現，母親

互動能力對孩子的發展能力也影響甚大。所以本研究欲透過資料的蒐集與

分析來了，情緒功能行為與母親互動能是否是影響學步兒溝通能力發展的

關鍵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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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相關文獻對本研究的啟示 

學步兒階段正是快速發展各項能力的重要時期，其中情緒功能行為與

溝通能力是相當值得重視的，而檢視文獻後發現學步兒年齡與性別會影響

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的發展。而母親互動能力和該兩者能力不僅存在

正相關，影響溝通能力發展的關鍵行為也值得探討。研究者透過文獻的探

討獲得有關本研究的啟示，分別說明如下。 

一、 情緒功能行為發展值得重視 

    目前國內有關情緒研究多為探討孩子的情緒調控能力、情緒表情的理

解、情緒智力的表現等，對於情緒功能行為的其他層面較少提及。而且多

數情緒議題研究選擇探究的對象年齡多為幼兒園以上的孩子，因此對於年

幼的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發展的研究仍相當缺乏。所以多加關注學步兒情

緒功能行為的議題，也可幫助我們從功能性的角度來看個體的情緒發展圖

景。而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發現，情緒所承載的功能與個體發展息息相關，

如 Piaget 指出情緒功能行為與認知發展之皆具有交互關係、孩子的情緒功

能行為與溝通能力具有正相關等，所以檢視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是

有其必要性與高價值的。 

二、 學步兒溝通能力的評估 

  在探討孩子的溝通能力研究中，多半評估其口語表達特質或是表達理

解能力。然而溝通能力應包含非口語以及口語的溝通行動表現，尤其越年

幼的孩子在使用非口語溝通上的比率會越高。所以諸如：追視他者手指指

示的能力、用手勢表達溝通意圖的能力等，這些都是發展口語溝通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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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基礎，可以反應出孩子溝通能力的發展情形。不僅如此，由於年幼孩

子的發展是越趨全面性，這代表不同發展領域之間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參照過去研究發現溝通能力也和孩子的象徵或認知、社會能力等有關，

因此在評估學步兒的溝通能力時，也應同時觀察這些向度的發展情形。在

評估工具的選擇上，由於溝通行為是在自然環境中與人互動時所展現出的

能力，因此研究者認為在評估孩子的溝通能力時，可盡量複製與其日常生

活中類似的情境較能誘發出孩子真實的能力。因此以遊戲玩具作為誘發溝

通互動行為的媒介，會是評估學步兒溝通能力時較適宜採用的方式。 

三、 有關母親互動能力對發展的影響力 

  由於學步兒的生活環境重心與情感依附對象多以家庭與母親為主，因

此母親與孩子在一起時所展現的互動能力，對於孩子具有相當關鍵且重要

的影響。研究者認為透過量化研究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程度，以實證性的

研究方式可以突顯出母親角色對孩子的重要性，以引發更多研究投入親子

互動領域，相關研究結果也可以提供給親子教育或實務現場等層面做為參

考之用。 

四、性別因素對年幼孩子的能力所造成的影響 

  過去檢視不同性別幼兒的發展能力的研究結果，多傾向支持男孩女孩

之間的發展表現會有所不同。國內有關性別方面的研究多探討年齡為幼兒

園以上的孩子，對於性別影響學步兒發展的研究並不多見，因此若能夠知

道孩子在早期展現出哪些性別差異的行為，可作為探討性別研究方面的參

考、也能對於男孩和女孩的差別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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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鍵行為的價值 

  關鍵行為的改變可以有效提升特殊孩子的學習能力，顯見關鍵行為在

發展上具有重要的角色地位。過去對於關鍵行為的探討主要以特殊需求孩

子為對象，因此研究者建議在一般學步兒的發展研究中，也應先了解是否

同樣具有關鍵行為的存在。接著重視關鍵行為的重要性並釐清其扮演的角

色功能，以幫助孩子在早期透過關鍵行為的影響來提升發展潛能。 

  情緒的發展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孩子因情緒能

力不佳而出現反社會性或做出負面行為的消息出現。因此研究者認為在嬰

幼兒早期就應該使檢視孩子的情緒功能行為表現，了解不同年齡階段的孩

子應該發展出哪些情緒功能行為，以盡早發現情緒功能行為發展不佳的孩

子，提供早期方面的療癒。而 2 歲左右的大腦最容易受到外在環境與經驗

的改變，此時期孩子最常與之互動的對象即是母親，分析與證實母親互動

能力的影響力則對於如何提升孩子情緒功能行為會有很大的幫助。而找出

提升學步兒發展能力的關鍵行為，則可在嬰幼兒早期介入孩子不足的能

力，避免影響日後的其他發展或造成二度障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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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在探討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以及母親互動能力表現情

形，以及比較男孩和女孩的發展差異。並進一步檢視三者之間的相關性，以及分

析何者為影響溝通能力的關鍵行為。本章為研究方法之介紹，總共分有六節來

依序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程序、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的信度與效度分析，以及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式。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可分為三個理論架構，分別為：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溝

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主要在於檢視學步兒在上述三項能力中的表現和

比較男孩和女之間的發展差異。除此之外研究者也欲檢視情緒功能行為與

溝通能力，情緒功能與母親互動能力、溝通能力與母親互動能力之間的相

關性，以更加了解三者之間交互作用的發展情形。而檢視過去文獻發現關

鍵行為會影響個體重要的能力發展，故本研究也進一步分析何者為影響學

步兒溝通能力發展的關鍵行為。研究者根據上述研究目的並參閱相關文獻

後，擬定本研究主要的四個架構並以此繪出本研究架構圖(圖 3-1)，分述如

下： 

一、 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表現。 

二、 不同性別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表現。 

三、 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之間的相關性。 

四、 情緒功能行為與母親互動能力何者為影響溝通能力發展的關鍵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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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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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互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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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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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程序 

  第二節為研究程序之說明，本研究共分有預試與正式研究兩部分，以

下分別依序闡述預試內容和正式研究中的施測流程。  

一、預試研究 

    研究者以一名 19 個月、一名 23 個月大的學步兒進行預試研究，以確

認所選擇的玩具適合此年齡的學步兒使用，並根據結果調整玩具的擺放位

置來提昇整體評估過程的流暢性。在預試過程中發現，因為「情緒功能行

為、母親互動能力」的評估方式是在由母親與孩子共同完成，「溝通能力」

評估則由研究者與孩子一起完成。研究者認為孩子剛進入陌生環境中需要

時間熟悉各項人事物，所以將「溝通能力」的評估置於「情緒功能行為、

母親互動能力」的評估之後，以避免孩子一開始就要與陌生的評估者互動，

會影響其溝通能力的表現，有關正式研究中的施測順序會於以下進行說

明。另外在溝通能力的評估中因為需要孩子坐在椅子上、在桌子上操作玩

具，研究者發現有時孩子會想要離座而影響溝通行為表現，而且若孩子坐

下來的身高於桌子高度齊頭時，孩子在玩玩具中容易會撞到桌子，所以研

究者在孩子的椅子上添加充氣式的餐椅並在評估中扣上安全帶(若孩子強

烈抗議或拒絕繫上安全帶則不扣)，以確保孩子的安全並減低他們離開座位

在教室閒晃的可能性。 

二、正式研究 

  正式研究於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觀察室進行，所有

研究對象的施測過程皆在同一場地進行。整個施測過程共分有：(1)評估前

的說明；(2)暖身時間；(3)情緒功能行為與母親互動能力評估；(4)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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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5)填寫相關表格。本研究流程如圖 3-2： 

 

 

 

 

 

 

 

 

 

 

 

 

 

 

 

 

 

圖 3-2 本研究流程圖 

 評估前的說明 

評估者向母親說明實施步驟與評估內容(約 5分) 

 暖身時間 

評估者與母親、孩子一同自由遊戲(約 10分) 

 情緒功能行為(FEAS)、母親互動能力評估 

母親以研究者提供的玩具與孩子自由遊戲(約 24分) 

 溝通能力評估(CSBS DP) 

由評估者與孩子互動遊戲(約 20-25 分) 

 填寫相關表格 

請母親填寫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MCDI)、家長同

意書。討論孩子今日表現是否和平時有哪些不同(約

10-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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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前說明 

  研究者在開始施測前會先告知母親所有評估步驟以及方式，待母親完

全了解並同意後才開始進行評估流程。 

(2) 暖身時間 

  研究者提供一台具有聲光效果的小火車以及青蛙海綿拍子兩隻、海綿

球一顆，由研究者和母親一同陪同孩子自由玩耍，以減低孩子對陌生情境

的焦慮。當孩子能夠對研究者展現出明顯笑容或是主動拿玩具給研究者、

不躲避研究者的靠近、可配合研究者的指令後即結束暖身活動時間，平均

每位孩子的暖身時間不會超過 10分鐘。 

(3) 情緒功能行為與母親互動能力評估 

  在情緒功能行為以及母親互動能力評估中，研究者共準備假扮玩具、

觸覺玩具、大動作三類玩具，每次只呈現一類玩具、每一類約玩 7-8 分鐘。

由母親自由使用玩具和孩子互動遊戲，在評估過程中研究者在角落以攝影

機進行拍攝，不主動加入親子之間的互動中。若孩子主動對研究者開啟溝

通互動，研究者一律只點頭微笑或指指母親，示意孩子繼續與母親遊戲互

動。整體評估過程合計約 24 分鐘。 

(4) 溝通能力評估 

  結束情緒功能行為與母親互動能力評估後，研究者將桌子和椅子搬到

觀察室中，並依照「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說明的方式擺放桌椅位置。

位置安排為學步兒與母親坐於桌子同一側，評估者坐在幼兒的 90 度方向。

因考慮有些孩子身高剛好與桌子高度相同，所以在孩子的椅子上加裝有氣

墊式的餐椅，以降低孩子碰撞桌子的危險。該溝通能力的施測時間約 20-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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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寫相關表格 

  請母親填寫「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與家長同意書。填寫過程中

研究者會與孩子一同玩耍，以讓母親可以專心填寫。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

量表填寫的時間依照孩子的語言能力不同而有差別，平均大約 10-15 分鐘

可完成。待所有評估過程中結束後，研究者會與家長討論孩子今日的表現

是否與平日在家有何不同。所有施測流程可在 1-1.5 小時內完成，家長同意

書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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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未滿兩算的學步兒做為研究對象，以便利取樣方法透過社群

網站尋找願意參與研究之親子，總計有 155 對母子參與本研究之進行，學

步兒年齡範圍落在 19-23個月當中、每一個月份共有 30 名學步兒。其中有

5名幼兒因評估當日生理狀況不佳無法配合施測，或是經醫療院所評估後領

有語言發展遲緩或疑似自閉症診斷，因此不納入作為本研究的資料。最終

資料分析中，合計共有 150 對母子實際參與研究。表 3-1 為參與研究的學

步兒家庭背景資料，其中有一位母親以個資法為由婉拒填答除孩子本身以

外的家庭相關資料，因此合計共 149 筆資料。表 3-2 為學步兒的基本資料

表，總計也有 149 筆資料。 

 

 

表 3-1 學步兒家庭背景資料表 

家庭背景變項 學步兒 

母親平均年齡 34.04 

父親平均年齡   35.97   

母親教育程度人數分配      

未填答 1(0.7) 

     高中職 12(8) 

     專科 26(17.3) 

     大學/二技 78(52) 

     研究所 33(22) 

父親教育程度人數分配      

未填答 1(0.7) 

國中 1(0.7) 

     高中職以下 20(13.3) 

     專科 24(16) 

     大學/二技 58(38.7) 

     研究所 4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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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型態人數分配      

未填答 1(0.7) 

     大家庭 14(9.3) 

     折衷家庭 39(26) 

     小家庭 94(62.7) 

     單親家庭 2(1.3) 

年收入人數分配      

未填答 1(0.7) 

     22 萬以下 5(3.3) 

     22-40萬 10(6.7) 

     40-65萬 30(20) 

     35-100 萬 50(33.3) 

     100-200萬 42(28) 

     200 萬以上 12(8)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值 

 

表 3-2 學步兒基本資料表 

基本資料變項 學步兒 

性別人數分配      

     男生 85(57) 

     女生 65(43) 

白天照顧者分配      

未填答 1(0.7) 

     父親 1(0.7) 

     母親 103(68.7) 

     祖父母 24(16) 

     保母 11(7.3) 

     幼托園所 10(6.7) 

晚上照顧者分配      

未填答   1(0.7)   

     父親   3(2)   

     母親   140(93.3)   

     祖父母   4(2.7)   

     保母   2(1.3)   

註：括弧內為百分比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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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不同性別的幼兒在背景變項的表現有顯著差異，研究者以卡方

考驗檢視不同性別幼兒的母親教育程度、父親教育程度、家庭型態、家庭

年收入、白天主要照顧者、晚上主要照顧者等變項。結果發現不同年齡與

不同性別幼兒在上述背景變項中並未出現顯著的差異，顯示出本研究對象

在背景變項中並沒有明顯的不同，相關結果如表 3-3。 

表 33-3不同性別幼兒與各背景變項之卡方檢定表 

 母親教

育程度 

父親教

育程度 

家庭 

型態 

家庭 

收入 

白天 

照顧者 

晚上 

照顧者 

顯著性 .846 .651 .141 .846 .770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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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介紹 

  第四節為研究工具之介紹，本研究共使用「情緒功能行為量表、溝通象

徵行為發展量表、華語嬰幼兒發展量表、母親互動能力量表」四種評估工

具來評估學步兒與母親的能力。其中以「情緒功能行為量表」評估學步兒

情緒功能行為表現；「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與「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

表」評估學步兒溝通能力，並使用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做為溝通象徵

行為發展量表的校標關聯效度。最後以「母親互動能力量表」評估母親的

互動能力表現。下列依序說明各評估工具的內容向度與計分方式。 

一、情緒功能行為量表(The Functional Emotional Assessment Scale, FEAS) 

(一) 工具內容 

1. 評估工具介紹 

FEAS 由 Greenspan, DeGangi, Wieder(2001)發展，適用的年齡對象為 7

個月到 4 歲的嬰幼兒、評估過程可在家中、學校、治療室中進行，整體評

估時間需要 15 分鐘。主要方式為以攝影機拍攝照顧者與孩子的遊戲互動過

程後再進行編碼計分。FEAS 透過 190 位一般發展嬰兒、190 位有調控障礙

的嬰兒、41 位有廣泛性發展障礙嬰兒、40 位有多種家庭問題(例如：虐待)

的嬰兒進行效度驗證。結果發現 FEAS 能夠準確區辨臨床診斷為調控障礙

以及廣泛性發展遲緩的孩子。在編碼信度表現上也具有.89 的水準，FEAS

比起其他評估情緒能力的工具，更具整體與深度的檢視孩子的情緒功能行

為發展狀況。例如和 FEAS 相較之下，「家長與孩子早期關係評估

(Parent-Child Early Relatonal Assessment, PCERA」，缺少評估孩子的依附關

係與象徵能力。「跨專業遊戲本位評估 (Transdisciplinary Play-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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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TPBA)」，除了缺乏上述兩項能力外，還少評估了孩子的自我調

控能力。所以相較之下，FEAS 所包含的評估向度較為完整，較能全面性了

解孩子情緒功能行為的表現。因此本研究使用 FEAS 評估學步兒的情緒功

能行為的施測工具，雖然目前仍缺乏國內常模的依據，但本研究只進行得

分的計算並不採用常模對照，所以影響並不大。 

FEAS 的進行方式為照顧者和孩子進行互動遊戲，在本研究中都由母親

與孩子一同進行遊戲互動。評估者事前會向母親強調沒有標準化的玩法，

就如同在家中自然的與孩子遊戲互動即可。若母親指出孩子在家中不會跟

他們一起玩遊戲，或是不確定孩子的遊戲能力而感到猶豫時，評估者仍須

鼓勵母親盡力嘗試。在 FEAS 中原本可由評估者加入來誘發孩子和照顧者

互動時未曾出現的遊戲能力，不過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母親的互動能力，

因此評估者並不會介入母親與孩子的互動遊戲。 

2. 評估工具使用的玩具 

FEAS 包含的玩具材料有假扮玩具類、觸覺玩具類、大動作玩具類三

組，並沒有規定特定的使用順序，在本研究中由研究者隨機挑選孩子玩玩

具的順序。在 FEAS 中每一組玩具組會依照孩子年齡不同而有所調整，本

研究對象是 19 個月到 23 個月大的學步兒，因此採用適合該年紀孩子操作

的玩具，各項材料如下：  

(1) 假扮玩具組(symbolic play materials)：玩具電話、大型嬰兒娃娃、玩具奶

瓶，玩具車子和船，以及塑膠餐具、杯子、盤子、水壺、碗。 

(2) 觸覺玩具組(Tactile play materials)：可伸縮變大變小的塑膠硬球、有軟毛

的小熊玩偶、三隻繪畫用的刷子(不同觸感)、一隻細塑膠繩做成的刷子、

三顆丟了會發光且有聲音的塑膠刺刺球、一件毛茸茸的毯子、一顆由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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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橡皮筋做成的圓球。 

(3) 大動作玩具組(Movement play materials)：海灘球一顆、大型的充氣船、

可以讓孩子坐在上面由家長拖行的滑板車一個。 

3. FEAS包含的四個向度 

  FEAS 的情緒功能行為評估向度有四個，內容分述如下： 

(1) 對環境產生興趣並具有調控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 

  評估孩子是否能注意到環境中的刺激並對此感到興趣，能夠控制注意

力與統整多元的感官刺激時，出現一個經過組織的調控狀況，如：注視、

聆聽、跟隨照顧者的動作等。最常見的行為是孩子透過視覺或聲音，表現

出對人和物品的專注力，且過程中沒有伴隨負面情緒的出現。 

(2) 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全感 

  孩子能夠與照顧者形成情感依附關係，當照顧者還在環境當中時，身

孩子便能夠展現出放鬆的安全感，自在的在照顧者周圍探索環境。就算孩

子沒有在照顧者旁邊，他還是會在遠處持續與照顧者產生參照和安全感。 

(3) 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 

  孩子能夠表現出有意圖的行為，主要目的在於照顧者維持雙向的互

動。像以物品開啟有意圖的行動，且能夠同時吸引照顧者的互動，就是一

個雙向溝通互動的開起。常見的行為例如有孩子操弄物品時，會一邊看著

媽媽一邊露出微笑或聲音等。 

(4) 能夠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 

  評估孩子能否表現出有組織的行為與心智運作能力，例如：能夠運用

手勢、聲音、字詞等方式，與照顧者出現一來一往的溝通循環，或是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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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所出現的一些新行動並把它融入遊戲之中。 

(二) 計分方式 

  FEAS 評分方式是以質性的觀察方式，依照孩子出現或沒有出現某行為

的頻率進行給分。由於該量表原來就不具備具體的計分方式，所以研究者

依照手冊中質性的給分定義與行為範例，剪接符合 1分、2分、3 分行為表

現的影片與評估檢核者進行討論。透過影片對照的方式有助於取得給分共

識外，透過影片的解釋說明也可以彌補只有質性描述性定義的不足。FEAS

共分為四個向度、每個向度包含不同題項，質性的給分標準如附錄二。 

  在第一個向度「能夠對環境產生興趣並具有調控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

中，若孩子出現 C1-C5、C7的行為頻率屬於「經常或總是」，則計為 3 分。

如果出現的頻率是「有時候或偶爾」便計為 2 分，當出現的頻率是「沒有

出現或極少出現」，則計為 1 分。在 C6 的計分標準則依據量表所提供的方

式給分，透過剪接不同行為表現的影片可以幫助研究者與檢核者判斷孩子

的表情，是屬於悶悶不樂還是滿意但沒有特別反應的中性情緒，或是充滿

快樂溫暖與具吸引力的情感表現。在 C8 與 C9的計分過程需先判斷孩子的

行為屬於低活動量或者是高活動量者。若屬於低活動量者就只要記錄 C8的

分數，而不需填寫 C9，如果是屬於高活動量者就紀錄 C9 的分數而不需要

在 C8上計分。C8與 C9以題項中的給分定義給分，以 C8 為例：若孩子表

現出的行為是退縮或很難被吸引就計為 1 分、行為是步調緩慢但最終還是

可以被吸引遊戲中計為 2 分，若孩子能夠在遊戲流程中顯露出歡樂的情感

計為 3 分。除此之外，由於 FEAS 共使用三種玩具進行評估，所以每一題

題項的分數為學步兒在假扮遊戲的得分+觸覺遊戲得分+大動作遊戲得分。

每一個向度的題項內容以及得分分配如表 3-4至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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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4「對環境產生興趣並具有調控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向度題項內容 

向度內

容 

題

項 

題項內容 可得

分數

範圍 

 

 

 

 

對 環 境

產 生 興

趣 並 具

有 調 控

感 官 與

注 意 力

的能力 

 

C1 對玩玩具產生興趣和專注力。 3-9 

C2 不會過於警戒的自由探索玩具。 3-9 

C3 在遊戲期間保持穩定，而且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壓力

訊號，例如：哭或嗚咽聲；可以展現出適當的挫折。 

3-9 

C4 能夠自在舒服的碰觸玩具，被照顧者碰觸。 3-9 

C5 享受玩這些玩具的過程，或是參與打鬧遊戲。 3-9 

C6 展現出快樂、滿意的情感。 

1分= 單調的、悶悶不樂或是沮喪的。 

2分= 滿意而中性的表情。 

3分= 快樂與滿意明顯的微笑，溫暖具吸引力的情

感。 

3-9 

C7 對人和物品出現視覺或聲音的專注力，且沒有伴隨

負面情緒出現。 

3-9 

C8 低活動量：透露歡樂的情感，機靈的專注在遊戲流

程中。 

1分= 退縮的或是很難被吸引的。 

2分= 在活動中懶散或是步調緩慢，但是最後還 

是可以被吸引至遊戲中。  

3分= 透露出歡樂的情感，機靈的專注在遊戲流程

中。 

 

 

 

3-9 

C9 高活動量：能夠流暢的調整活動程度；在改變活動

前，能夠長時間專注在玩具或照顧者身上。 

1分= 活動量大，一個玩具換過一個，或是持續想

離開玩具或是照顧者。 

2分= 適度活動量，有時候會快速的中斷改變活 

動，或是到處閒蕩。能夠短時間玩玩具。 

3分= 能流暢的調整活動程度；在改變活動前，能

夠長時間專注在玩具或照顧者身上。 

 

 

 

3-9 

總分 

合計 

C1+C2+C3+C4+C5+C6+C7+C8 or C9 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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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向度「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全感」裡共有 7 道題目，如表

3-5。在 C10-C13、C15、C16 的給分方式同樣是依照孩子出現該行為的頻

率，「經常或總是」出現者給 3 分、「有時候或偶爾」出現的計為 2 分，當

出現的頻率是「沒有出現或極少出現」時便計為 1 分。C14 是反向計分，

若孩子經常或總是將頭轉開、不面對照顧者或表現出對照顧者冷漠無興趣

的樣子時，給 1 分，若有時候或偶爾出現這樣的行為便給 2 分。如果孩子

都沒有出現或極少出現對照顧者冷漠不感興趣、不面對照顧者的行為表現

時，此題就給 3 分。 

表 3-56「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全感向度題項內容 

向度內容 題

項 

題項內容 可得

分數

範圍 

 

與他者形成

依附關係與

安全感 

 

C10 藉由對照顧者出現聲音和微笑，展現出對他者

的情緒興趣和連結。 

3-9 

C11 展現出放鬆的安全感，能夠自在的在照顧者周

圍。如果孩子離開了照顧者身邊去玩遊戲，只

要媽媽還是在教室周圍就可以維持安全感。 

 

3-9 

C12 當照顧者準備展現一個有趣的玩具、遊戲，或

所說的話，孩子會表現出期待或是興奮的感覺。 

3-9 

C13 與照顧者開啟一個身體的親密接觸，但是不會

過於緊黏不放。孩子可以與照顧者維持視覺或

聲音的連結。 

 

3-9 

C14 孩子坐著時不面對照顧者，或是將頭轉開、避

免與照顧者的視線產生接觸，想要離開和避免

接近照顧者。對照顧者不感興趣或冷漠的，也

不會想要從照顧者的表情、聲音、動作中獲得

任何訊息 

 

3-9 

C15 在玩玩具時，孩子會從母親的表情或動作、聲

音語調等來判斷當時曖昧的情境訊息，例如：

球發出閃光，孩子嚇了一跳後看向媽媽。發現

媽媽露出微笑，孩子便將發出閃光的球撿起來

把玩。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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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 離開照顧者身邊時，孩子會主動透過注視、手

勢或聲音與照顧者溝通。 

3-9 

總分合計 C10+C11+C12+C13+C14+C15+C16 
 

21-63 

在第三個向度「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中，C17、C21 同

樣為出現該行為的頻率越高，給分就越高，C18 與 C19 依照題項中的計分

說明給分。C20 為反向計分，越少出現該行為時得分越高，相關的題項內

容如表 3-6。 

表 3-6 7「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向度題項內容 

向度內容 
題

項 

題項內容 可得

分數

範圍 

 

 

 

 

 

與他者出現

有意圖的雙

向溝通行為 

 

 

C17 

開啟溝通循環：孩子主動以物品開啟有意圖的

行動，並同時吸引照顧者的互動(例如：操弄物

品後，會一邊看著媽媽一邊露出微笑或聲音)。 

 

3-9 

 

 

 

C18 

孩子玩玩具時會開啟有目的的行動，而且遊戲 

展現出變化與意圖性，能用玩具或活動表現出 

兩種或以上不同的玩法。 

1分=在遊戲中需要大量的幫助以開啟有目的的 

行動；沒有出現清楚的手勢或有組織的意 

圖。 

2分=能開啟遊戲但是受到刻板行動的吸引，例 

如：依順序排列玩具、吸吮玩具一段很長

的時間、不斷敲打同一個玩具。或是開啟

遊戲但是活動似乎無目標組織性。 

3 分=遊戲展現出變化與意圖性。能用玩具或活

動表現出兩種以上的不同行為，例如：拿

杯子假裝喝水、拿杯子餵熊熊喝水。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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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 孩子會用相關的行為回應照顧者的行為。 

1分= 沒有注意照顧者的行為。 

2分= 注視照顧者的行為，但是沒有以和照顧者

行為相關的活動做回應。例如：媽媽拿

了一個玩具給孩子看，孩子看看媽媽後

再看看玩具，之後又轉頭做他先前在做

的事。 

3分= 注意照顧者行為，並出現相關活動來予以 

   回應。  

 

 

 

3-9 

 C20 展現生氣、沮喪，侵略性的行為(例如：打人)，

或是重複出現抗議行為。(如果沒有出現該行為

就記為 3 分) 

3-9 

C21 在有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中使用語言來溝通，

例如：聲音、單字、手勢。 

3-9 

總分合計 C17+C18+C19+C20+C21 
15-45 

 

 

  FEAS 的第四個向度為「能夠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

該向度只有兩道題目，相關內容如表 3-7。C22 的計分方式為計算孩子與照

顧者出現一來一往的互動次數，舉例來說：「孩子拿著玩具對媽媽說球、媽

媽對孩子點點頭說藍色的球」，該行為視為一次溝通循環。若「孩子拿著玩

具對媽媽說球、媽媽對孩子點點頭說藍色的球(第一次溝通尋鑾)；孩子欲將

球拿給媽媽，媽媽伸手拿過球後說謝謝(第二次溝通循環)」，總共則有兩次

溝通循環。C23 是計算孩子出現模仿媽媽行為的次數，以出現的行為動作

類型計算，重複出現者仍以一次論。例如孩子出現五次模仿媽媽拍手的行

為，此部分只計為 1 分(出現一個拍手的動作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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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8FEAS「能夠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向度題項內容 

向度內容 題

項 

題項內容 最高

得分 

能夠產生有

組織的行為

以及心智運

作能力 

 

 

C22 

 

 

 

 

 

能使用手勢、聲音或字詞，與照顧者進行複雜

的溝通表現，出現好幾次一來一往的溝通循環。 

*計算溝通循環次數 

1分= 0-2 次 

2分=3-5 次 

3分= 6 次以上 

 

3-9 

 

C23 

模仿照顧者所出現的一些新行動，然後把它融

入遊戲中。(將孩子出現的模仿行為分成高中低

頻率三組，高頻率組=3、中頻率=2 分、低頻率

組分) 

 

3-9 

總分合計 C22+C23 6-18 

    綜合上述，FEAS 的可得分數範圍為：第一向度(24-72 分)+第二向度

(21-63 分)＋第三向度(15-45 分)＋第四向度(6-18 分)=66-198 分。意即學步

兒在 FEAS 的最低得分為 66 分、最高可得分數為 198分。 

二、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 (Communicative Symbolic Behavior Scales 

Developmental Profile, CSBS DP) 

(一) 工具內容 

1. 評估工具介紹 

  該量表由 Wetherby、Prizant(1993)所發展，CSBS DP 為一套半結構式

的評估工具，評估者透過與孩子的互動過程中，拍攝下孩子的行為表現後

依照手冊的編碼方式進行記分。相關研究指出 CSBS DP 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Wetherby, Allen, Cleary, Kublin, & Goldstein, 2002；Wetherby & Priz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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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其內部一致性考驗 α 係數為 .86 到 .92，在建構效度與同時效度上，

由 12 個月-24 個月大孩子在發展上的進步得分可獲得支持。而在國內以及

國外的研究中也都有使用 CSBS DP 作為評估工具，以了解孩子溝通能力的

發展表現(劉文英、林初穗、潘惠銘，2005；林初穗、張淑慧，2010；林初

穗、張淑慧、潘慧銘、邱俊皓，2013；Wetherby & Prizant, 1993; Wetherby & 

Prizant, 2001; Wetherby, Allen, Clearly, Kublin, & Goldstein, 2002)。 

  CSBS DP 的評估過程共包含八個步驟，每個步驟都以玩具做為媒介誘

發孩子出現溝通行為，這些步驟分別為：(1)玩發條玩具；(2)吹氣球；(3)

吹泡泡；(4)吃點心；(5)念繪本；(6)語言理解問題；(7)玩扮家家酒玩具；(8)

堆積木。在步驟(1)-(4)中，玩完該樣玩具後會請孩子從一個裝有玩具的袋子

中抽出一樣玩具，主要在於提供孩子對評估者出現溝通行為的機會。以下

以發條玩具為例來說明評估過程： 

(1) 發條玩具 

「評估者轉動發條玩具後讓玩具行走，等發條停止轉動後可以讓孩子去拿

發條玩具，並等待孩子發出需要成人幫忙轉動玩具的訊息。如果孩子在 10

秒內沒有去拿發條玩具，評估者再將玩具拿起並重新轉動一次。當孩子發

出第一次要求幫忙轉發條玩具的溝通訊息後，評估者要再轉動一次發條玩

具讓它行走，直到玩具停止。發條停止轉動後等待孩子去拿發條玩具或是

評估者將發條玩具教給孩子，等待他發出需要成人幫忙轉動玩具的訊息。

當孩子發出第二次要求幫忙轉發條玩具的溝通訊息後，評估便幫忙轉動發

條玩具，等待玩具停止後評估者將玩具拿起，並說：『XX(玩具名字)掰掰』」。 

(1-1) 玩發條玩具後玩神祕袋 

「一個布做的袋子(神秘袋)中裝了四個小玩具，評估者在孩子面前搖一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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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袋以吸引孩子的注意，然後將袋子放在孩子的面前並鼓勵孩子從袋子中

拿出一個玩具。如果孩子沒有從袋中拿出玩具的話，可以從袋子中稍微露

出一個玩具的身形讓孩子發現它。當孩子拿出一個玩具後，評估者可以稍

微示範玩具的玩法並鼓勵孩子玩玩具，評估孩子是否出現溝通互動的訊

息，例如：對評估者露出微笑或是眼神在人-物-之間做切換」。 

從上述可以發現，CSBS DP 的評估中使用大量的孩子來吸引孩子的興

趣，評估者會製造問題情境讓孩子向評估者尋求幫助，或是誘發孩子向評

估者分享玩具與情感交流等。以發條玩具為例，當發條玩具停止後孩子無

法繼續讓玩具行走，而評估者又伸出手來詢問孩子是否需要幫忙。可以提

高孩子將發條玩具放到評估者手中尋求幫忙的機會。而發條玩具行走時會

引起孩子的注視，當發條玩具停止不動時會容易誘發孩子看向評估者再看

向發條玩具的出現相互協調注意力。在神祕袋的活動中，也是用來提高孩

子出現溝通行動的設計，例如孩子從神祕袋拿出玩具後會展示給評估者

看，這些都屬於出現溝通能力的行為行動。 

  步驟(1) - (4)為相同的執行步驟，(5)唸繪本的活動同樣在於誘發孩子出

現溝通行為，例如他們會指著繪本上的圖案看向評估者，要求評估者提供

訊息。或是指著繪本上的圖案念出圖案名稱等。(6)語言理解問題：請孩子

指認物品名稱、人物名稱、身體部位名稱。(7)玩扮家家酒遊戲則以餵玩偶(巧

虎)吃飯為主題，鼓勵孩子出現不同的假扮行為，如：餵巧虎吃飯、拿湯匙

在杯子中假裝有東西攪一攪等。(8)堆積木則由評估者先示範將五塊積木疊

高，接著並鼓勵孩子模仿評估者的行動。 

2. 評估工具使用的玩具 

  CSBS DP 每個階段所包含的玩具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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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玩發條玩具：一個會行走的小士兵發條玩具 

(2) 吹氣球：兩個粉紅色氣球 

(3) 吹泡泡：一個泡泡罐 

(4) 吃點心：一個裝有四塊小餅乾的塑膠罐 

(5) 唸繪本：動物繪本、水果繪本、食物繪本各一本 

(6) 語言理解問題：碗、湯匙、奶瓶、杯子、巧虎 

(7) 假扮遊戲組：巧虎一隻、兩個奶瓶、兩個杯子、兩個碗、兩根湯匙、一

個平底鍋、一個湯鍋、兩個鍋蓋、一個鍋鏟、一根湯勺。 

(8) 疊積木：五塊木頭積木，一塊約 3x3 cm 大小。 

(9) 神祕袋：一隻壓了會有聲音的塑膠青蛙玩具、一顆丟了會發光的小球、

一個可以轉動的塑膠玩具、一個大象手搖鈴玩具。 

3. CSBS DP 包含的向度 

在 CSBS DP 的八個步驟中共可評估 14 種能力表現，不同能力表現又

可歸類為三個向度，分別為： 

(1) 口語能力向度：包含子音頻率/數量、單字頻率/數量、雙詞頻率/數量。  

(2) 象徵能力：物品理解、人物理解、身體部分理解、動作種類、對不同他

者出現動作數、連續動作種類、積木堆疊的數量。 

(3) 社會能力向度：包含有眼神切換、正向情感的分享、眼神/手指指示的跟

隨、溝通頻率、調控行為的行動、社會互動的行動、分享注意力的行動、

手勢種類、遠端手勢。 

(二) 計分方式 

   CSBS DP 利用上述八個步驟中來評估 14種能力表現，其行為與計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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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別為： 

(1) 眼神切換：計算孩子在八個步驟中出現的眼神切換次數，當孩子出現

一次眼神在物體-人-物體或世人-物體-人之間做三角直接的切換時，即

得到 1分。 

(2) 正向情感的分享：評估孩子注視評估者並出現明顯微笑的次數，出現

一次同樣計為 1 分。 

(3) 手指指示(pointing)的跟隨：評估者呼喊孩子的名字，當孩子抬頭注視

評估者後，評估者用食指指向牆壁上的圖片並說：「你看」！孩子能跟

隨手指指示看向目標物時，可得 1分。 

(4) 溝通頻率：評估孩子在八個步驟中出現溝通行動的次數，出現一次可

得 1分。 

(5) 調控行為的行動：評估孩子在活動中出現用聲音、口語或手勢等溝通

行動，來要求或拒絕某樣物品或活動，出現一次得 1分。 

(6) 社會互動的行動：評估孩子在活動中出現用聲音、口語或手勢等溝通

行動，來吸引他者將注意力轉到自己身上，例如：讓成人注視、注意、

安慰自己，同樣出現一次該行動可得 1 分。 

(7) 分享注意力的行動：評估孩子在活動中出現用聲音、口語或手勢等溝

通行動，來引導他者注意某物；意即讓成人注視或注意到某件孩子感

興趣的事件或物品，出現一次該行為可得 1分。 

(8) 手勢的數量：評估孩子總共出現的溝通手勢數量以及是否為遠端手勢

等，例如：給、推、伸出手要拿、展示、指、揮手、點頭、搖頭等。

以類型計算，出現一次種類型可得 1 分、出現兩種類型可得 2 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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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次遠端手勢可再得一分。 

(9) 出現子音的頻率/數量：評估孩子所發出的子音頻率與類型數量，類型

包含有子音(m、n、b /p、d/t、g /k、w、l、y、s、sh；中文版修訂為ㄇ、

ㄋ、ㄅ/ㄆ、ㄉ/ㄊ、ㄍ/ㄎ、ㄨ、ㄌ、一、ㄙ、ㄒ ) (林初穗、張淑慧，

2010；林初穗、張淑慧、潘慧銘、邱俊皓，2013)。出現一次子音可得

一分，出現一個子音類型也可得 1分，兩者分開計算。 

(10) 出現單字的頻率/數量：出現一次單字可得 1 分，出現一個單字類型可

得 1分。舉例來說，若孩子在八個步驟中出現 3次的單字「好」，那麼

在單字頻率上可得 3 分、單字數量上只有 1分。 

(11) 出現雙詞的頻率/數量：出現一次雙詞可得 1 分，出現一個雙詞類型可

得 1 分。舉例來說，若孩子在八個步驟中出現 2 次「巧虎掰掰」的雙

詞，那麼在雙詞頻率上可得 2 分、雙詞數量上只有 1分。 

(12) 語言理解能力：請孩子指認三個物品名稱、兩個人物名稱與三個身體

部位名稱，每指認對一個名稱就可得 1 分。 

(13) 假扮遊戲：每出現一個動作基模(如：拿湯匙在碗裡面攪一攪)便可得 1

分，對一個人物出現動作也可得 1 分(例如：拿杯子餵巧虎喝水、拿杯

子餵評估者喝水，可得 2分)，出現一個連續動作類型也可得 1 分(連續

動作例如：拿湯匙在碗裡面攪一攪後，假裝舀東西起來餵巧虎吃) 

(14) 積木堆疊的數量：測量孩子可以堆疊的積木數量，每疊上一塊積木就

可得 1分，將五塊積木疊高便可得 5 分。 

  上述 CSBS DP 中的 14 種能力表現又可合併為口語能力、象徵能力、

社會能力，表 3-8為各向度最高得分以及 CSBS DP 的可得分數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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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9CSBS DP 各向度內容可得分數分配表 

向度 能力項目 可得分數範圍 

口語能力 
出現子音的頻率/數量+出現單字的頻率/數

量+出現雙詞的頻率/數量 

0-54 分 

象徵能力 語言理解能力+假扮遊戲+積木堆疊的數量 0-53 分 

 

社會能力 

眼神切換+正向情感的分享+手指指示的跟

隨+溝通頻率+調控行為的行動+社會互動

的行動+分享注意力的行動+手勢的數量 

0-70 分 

CSBS DP 口語能力+象徵能力+社會能力 0-177 分 

三、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 (Mandrain-Chinese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al Inventory, MCDI) 

(一) 工具內容 

1. 評估工具介紹 

該量表由劉惠美、曹峰銘(2010)以 Fenson 等人在 1993 年出版的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al Inventory為架構，經大樣本蒐集國內臺灣華

語嬰幼兒的語言與溝通發展情形。該量表的常模樣本採分層取樣自全台各

縣市，且各月齡組與性別人數平均，嬰兒版 757人、幼兒版 1897 人，總計

2654 人。信度方面，各主要項目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87~.98，隔週再測

信度介於.81~.97，評分者間信度介於.73~.95。而在效度方面，與實驗室語

言測試及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的語言能力分測驗之同時效標關聯效度介

於.55～.92。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該量表為家長報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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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長依據目前孩子的能力表現進行填答。 

2. MCDI 包含的向度 

本研究所採用的是幼兒版的量表(適用 16-36個月大)，評估內容可分為

四個向度：(1)詞彙表達(共 696 個檢核詞彙); (2)語言使用能力(共 8 題題項); 

(3)語言表達複雜度(共 25 題題項); (4)語詞連結(描述孩子說過最長的三句

話)。 

(二) 計分方式 

    在「詞彙表達中」，由家長依照勾選孩子曾經表達過的詞彙，每勾選一

個詞彙類型即可得 1 分。「如何使用語言部份」，若孩子在該題項出現的行

為頻率為沒有出現=0 分、有時候出現=1分、常常出現=2 分。「語言表達複

雜度」分有兩類句型，例如：「哥哥球球」與「哥哥的球球」，前者句型較

簡單=1分、後者句型較為複雜=2分。在「詞語連結」部分，將孩子說過最

長的三句話分詞計算，例如：「媽媽 抱抱」可分為兩個分詞，計為 2 分。

最後再將三句話的分數相加取平均數，就是詞語連結的得分。表 3-9 為

MCDI 各向度最高得分與最高總分。 

表 3-9 10  MCDI 各向度最高得分表 

向度 可得分數範圍 

詞彙表達 0-696分 

語言使用 0-16分 

表達複雜度 0-50分 

詞語連結 依照孩子表現出的口語長度給分 

MCDI 

(詞彙表達+語言使用+表達複雜度+

詞語連結) 

  

762+詞語連結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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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親互動能力量表 

(一) 工具內容 

1. 評估工具介紹 

   FEAS 包含用來評估母親互動能力的量表，該量表同樣以 190 位一般發

展嬰兒、190 位有調控障礙的嬰兒母親、41 位有廣泛性發展障礙嬰兒母親、

40 位有多種家庭問題(例如：虐待)的嬰兒母親進行效度驗證，結果發現可

以有效篩檢出存在互動能力不佳的高風險母親。在母親互動能力的編碼信

度表現上具有.83 的水準。 

2. 評估工具使用的玩具 

  母親互動能力量表所使用的玩具與 FEAS 相同，共分有假扮玩具、觸

覺玩具、大動作玩具三類。 

3. 母親互動能力量表包含的向度  

  母親互動能力量表包含有四個向度： 

(1) 幫助孩子對環境產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 

  主要在評估母親能否以快樂、熱情、鼓勵的方式吸引孩子探索環

境，提升他們對周圍人事物的注意力以及穩定感官知覺刺激的輸入。 

(2) 幫助孩子與自己形成依附關係並建立安全感 

  母親不會過度擔心孩子的行為，能以溫暖有趣的眼神注視和動作等

幫助孩子在環境中建立安全感。 

(3) 誘發孩子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動 

  評估母親誘發孩子出現雙向溝通行為的能力。母親能夠依照孩子感

興趣的玩具活動示範新的技巧或是旁白孩子的行為，能夠注意孩子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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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給予相關的回應行為等技巧。 

(4) 幫助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 

  母親能夠運用一些手勢、表情或是打鬧遊戲等，促進孩子出現溝通

循環的展現。允許孩子有自己的玩法而且能夠以愉快的方式給予回應，

在遊戲中會示範較為複雜的玩法或製造一些小問題讓孩子嘗試解決。 

(二)、計分方式  

第一個向度是母親能夠「幫助孩子對環境產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

注意力的能力」，如表 3-10。M1 的計分方式為母親展現出的情感若屬於沮

喪冷漠=1 分、不會過於冷漠或熱情=2 分、屬於快樂充滿熱情溫暖者=3 分。

M2與 M3的評分則以出現的頻率做為計分標準，依照整個遊戲中呈現出的

氛圍給分，頻率越高者分數越高。母親互動能力中的每道題項同樣包含在

三種玩具的得分，所以每一題題項的分數為學步兒在假扮遊戲的得分+觸覺

遊戲得分+大動作遊戲得分。每一個向度的題項內容以及得分分配如表 3-10

至表 3-13。 

表 3-1011「幫助孩子對環境產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向

度題項內容 

向度內容 題

項 

題項內容 可得分

數範圍 

幫助孩子對環境

產生興趣，提升

控制感官與注意

力的能力 

 

M1 

在遊戲中展現出愉悅、活躍、快樂的情

感。 

1分=沮喪、冷漠的 

2分=不會過於冷漠或熱情的 

  3分=快樂、熱情、充滿溫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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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能夠用愉快的方式撫摸或碰觸孩子，以敏

感的方式回應他的身體接觸需求，然後鼓

勵孩子探索玩具 

 

3-9 

M3 提供孩子愉快的動作經驗，或是鼓勵他進

行動作的探索，例如鼓勵孩子去坐車、玩

玩具等。 

 

3-9 

總分合計 M1+M2+M3 9-27 

  第二個向度「幫助孩子與自己形成依附關係並建立安全感」中，M4、

M5、M6 的計分方式都以頻率為計分標準，當該行為出現的頻率越高時，

得分便會越高。所有題項內容與最高得分如表 3-11。 

表 3-1112「幫助孩子與自己形成依附關係並建立安全感」向度題項內容 

向度內容 題

項 

題項內容 可得

分數

範圍 

幫助孩子與自己

形成依附關係並

建立安全感 

M4 在與孩子的互動交流期間，不會過度緊張

孩子的行動。 

3-9 

M5 富有情感的看著孩子，展現出溫暖的連結。 3-9 

M6 出現微笑或是有趣的眼神注視，感覺很享

受跟孩子在一起玩，而且會有邀請的手勢

表現出熱情的樣子。 

3-9 

總分合計 M4+M5+M6 9-27 

  第三個向度「誘發孩子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動」，M8 為依照題項

給分標準計分、M9 為反向計分題，越少出現該行為得分便會越高。其餘題

項則依照出現頻率的高低給分、越常出現者分數越高，所有題項內容與最

高得分如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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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3「誘發孩子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動」向度題項內容 

向度 

內容 

題項 題項內容 可得分

數範圍 

 

 

 

誘發孩

子出現

有意圖

的雙向

溝通行

動 

M7 允許孩子決定遊戲主題，用孩子自己想要的方

式探索玩具或開啟遊戲。 

3-9 

M8 依照孩子想要的玩法進行活動，並從中回應孩

子的願望、意圖 

1 分=持續做出與孩子意圖相反的回應、錯誤解

讀 孩子的線索，改變孩子想要從事的

活動。 

2 分= 25-50%錯誤解讀孩子的訊號，但是在其

他時間都能夠正確解讀孩子的訊息，並

依此改變活動或玩具。 

3 分=大多時間都能正確回應孩子的訊號(75%

以上都有回應孩子)，持續跟孩子進行他

想要玩的活動。 

 

 

 

3-9 

M9 主導玩具的操弄，和孩子玩遊戲時並沒有出現

專注力或為平行遊戲 

3-9 

M10 遊戲的方式主要都能符合孩子的發展程度，或

稍微提升一些難度。例如：母親會示範一些新

技巧、旁白孩子正在進行的活動、描述物品功

能。 

 

3-9 

M11 母親能依循孩子的反應進一步鼓勵孩子並等

待他們的反應，母親也會避免用語言或活動過

度指導孩子。 

 

3-9 

總分 

合計 

M7+M8+M9+M10+M11 15-45 

  第四個向度是「幫助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如表

3-13。M12 與M17 依照原題項中所給的標準計分，其中溝通循環數和 FEAS

中指稱的溝通循環數相同，亦即母親與孩子產生一來一往的互動計為一個

溝通循環數，連續出現兩個一來一往的溝通互動計為 2 個溝通循環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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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推。其餘題項的計分方式皆以頻率高低為給分標準，越常出現該行為

的可得到較高分數，反之越少出現該行為的得到越低的分數。 

表 3-1314「幫助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向度內容 

向度 

內容 

題

項 

題項內容 可得分

數範圍 

 

 

 

幫 助 孩

子 產 生

有 組 織

的 行 為

以 及 心

智 運 作

能力 

M12 能夠與孩子開啟雙向的回應、將溝通循環或片段

的互動串起 (計算溝通循環數) 

1分= 出現 0-2次循環 

2分= 出現 3-5次循環 

3分= 出現 6 次以上循環 

 

3-9 

M13 母親會使用手勢或臉部表情來促進與孩子的溝

通循環 

3-9 

M14 會觸碰孩子或玩打鬧遊戲，增進溝通循環的出現 3-9 

M15 母親與孩子互動時會詳細說明或示範更複雜的

遊戲行為，或是會製造一些小挑戰或有趣的玩法

例如:拿杯子給小孩時，故意做假動作不要讓小孩

拿到。或是故意把熊熊用棉被蓋住，鼓勵孩子去

找熊熊。 

 

3-9 

M16 允許孩子有自己的玩法，信任與接受孩子遊戲的

方式。若父母過於干擾、保護、阻止孩子的遊戲

行為，或是與孩子進行在他們能力之上的遊戲，

則會得到較低的分數。 

 

3-9 

M17 母親不但會依照孩子的意願玩遊戲，還會展現出

愉快和興奮的情緒。 

1分= 照顧者只展現出一點快樂和興奮 

2 分= 照顧者持續在 3-5 個循環中都能展現出興

奮愉快的樣子 

3 分= 照顧者持續在 6 個以上的循環中都能展現

出興奮愉快的樣子 

 

 

3-9 

M18 能夠對孩子展現出適當的限制。照顧者可能會限

制孩子離開房間，但是不會打他、或是丟玩具。 

如果孩子沒有出現需要限制的行為也給 3 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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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合計 
M12+M13+M14+M15+M16+M17+18 21-56 

  綜合上述，母親互動能力的最高總得分為：第一向度(9-27 分)+第二向

度(9-27 分)＋第三向度(15-45 分)＋第四向度(21-56 分)=54-155 分。意即學

步兒母親在互動能力的可得最低總分為 54 分、可得最高總分為 155 分。表

3-14為本研究評估工具的最高總分摘要表。 

表 3-1415 本研究評估工具最高總分摘要表 

評估工具 可得分數範圍 

情緒功能行為量表(FEAS) 66-198分 

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CSBS DP) 0-177分 

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MCDI) 762分+詞語連結分數 

母親互動能力量表 54-155分 

 



 

 
 

第五節 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節依序針對情緒功能行為量表、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華語嬰幼

兒溝通發展量表、母親互動能力量表的評分者一致性表現進行分析。最後

檢視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與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的同時效標關聯

效度，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情緒功能行為量表(FEAS) 

    本研究與兩名早期療育所研究生、一名心輔系大學生進行評分者一致

性分析，每人分別負責假扮玩具、觸覺玩具、大動作玩具的編碼。在正式

編碼前，研究者透過剪接每題 1 分、2 分、3 分的行為影片與檢核者一同

討論，透過影片對照的方式有助於取得給分共識。此外透過影片的解釋說

明，可以彌補只有質性描述性定義的不足。每一名檢核者在與研究者達成

10 片幼兒影片的檢核且信度達.80 以上後，開始進行正式的評分者一致性

分析。隨機抽取三十片影片進行編碼後，利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檢視研

究者與檢核者給分的關聯性。分析結果得到，在假扮玩具類的相關係數

為.915；觸覺玩具類的相關係數為.908；大動作玩具類的相關係數為.908，

顯示出研究者與三名檢核者在情緒功能的給分上有良好的一致性。 

二、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 CSBS DP) 

CSBS DP 具有美國的常模，可以用來分析孩子的能力落點的百分等

級，不過本研究只採用幼兒在該量表上的得分表現，並不進行百分等級的

對照。CSBS DP 的評估過程有其標準化步驟，而且會因應孩子的反應逐步

給予提示；而在計分方面也有相當嚴謹的評分定義。因此在預試研究中研

究者與一名檢核者在經過熟悉該評估工具的心理系博士班學生訓練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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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非本研究個案的 20名 18-36個月大的幼兒進行施測以及計分練習。在

經指導者確認施測過程正確且與指導者的信度檢核達.80 以上後，研究者

才開始正式施測。而與信度檢核者的 20 片練習用影片中，其評分信度也

都達到.80 以上後，才開始抽取本研究 20%樣本量共 30片影片進行檢核。

利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研究者與檢核者的給分相關程度，結果顯示兩者

的相關係數達. 913，表示具有良好的評分者一致性信度。 

三、 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MCDI) 

  由於MCDI的計分方式是計算家長勾選的題項以及計算孩子的語句長

度，在判斷上相當清楚容易所以不需進行評分者一致性的檢核。 

四、 母親互動能力量表 

  與 FEAS 量表相同，該量表原始的給分方式也是以質性觀點評估，依

照孩子出現該題行為的頻率評分。研究者在訓練檢核者的階段同樣以剪接

三種得分行為的影片，在對照之下可以幫助所有檢核者取得給分共識。此

外透過影片的解釋說明，可以彌補只有質性描述性給分定義的不足。母親

互動能力的評估中同樣包含有三類玩具，因此共有三名分別負責檢核者象

徵遊戲、觸覺玩具、大動作三類玩具。每一名檢核者在與研究者達成 10

片幼兒影片的檢核且信度達.80 以上後，開始進行正式的評分者一致性分

析。隨機抽取三十片影片後進行編碼，利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檢視研究

者與檢核者給分的關聯性。分析結果得到，在母親互動能力的象徵遊戲類

的相關係數為.858；觸覺玩具類的相關係數為.875；動作玩具類的相關係

數為.856，顯示出研究者與三名檢核者在情緒功能的給分上有良好的一致

性。 

綜合上述來看，四個評估工具在評分者一致性信度上皆有良好表

現。其中 CSBS DP 與 MCDI 都是用來評估學步兒的溝通能力發展，CSBS 



 

80 
 

DP包含非口語的溝通能力向度，MCDI 多著重在口語溝通能力表現。以

發展邏輯來看，CSBS DP 與 MCDI 應該具有正相關。故以 MCDI 作為

CSBS DP的同時校標關聯效度進行檢驗，結果以Spearman檢視CSBS DP

與MCDI 後發現，CSBS DP 與 MCDI 之間的四個向度都具有顯著的正相

關(P< .000)，顯示出兩者具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如表 3-15。 

表 3-1516MCDI 與 CSBS DP 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詞彙表達 語言使用 複雜度 詞語連結 

CSBS DP .774
***

 .570
***

 .716
***

 .721
***

 

P
***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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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統計分析方式 

本研究預計以下列統計方式來回答研究問題，分述如下： 

一、19-23 個月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表現、溝通能力、以及其母親互動能

力為何？ 

  本研究以統計軟體 SPSS18.0 進行描述性統計的分析，描述學步兒在

情緒功能行為量表、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

以及其母親在母親互動能力量表上的得分與偏態情形。 

二、不同性別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表現、溝通能力、以及其母親互動能

力如何? 

  本研究以統計軟體 SPSS18.0 進行描述性統計的分析，描述不同性別

的幼兒在情緒功能量表、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

表，以及母親互動能力量表上的得分情形。並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檢驗

不同性別間的行為表現是否出現顯著差異。 

三、19-23 個月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之間的

相關性如何? 

本研究以統計軟體 SPSS18.0 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探究情緒功

能量表、溝通象徵行為發展量表、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以及母親互

動能力量表得分的相關性表現。 

四、影響 19-23 個月學步兒發展能力的關鍵行為為何? 

    研究者以迴歸分析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母親互動能力、溝通能力之

間的路徑關係，檢視何者在三者中具有中介變項的效能。最後以階層性迴

歸方式探索關鍵行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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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根據研究問題提出研究結果與討論，此部分共分為兩節：第一節

為研究結果、第二節為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以下分別敘述之。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節主在闡述研究問題的分析結果，首先說明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

能力、母親互動能力的發展情形，接著比較不同性別學步兒在上述三變項中的表

現差異。最後分析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間的相互關係，並檢

視何者為影響溝通能力發展的重要關鍵行為，以及關鍵行為對溝通能力各向度的

影響情形。 

一、分析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表現和溝通能力以及其母親互動能力 

(一) 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表現 

    FEAS 是用來檢視情緒功能行為的評估工具，由 FEAS 可觀察學步兒

在假扮、觸覺、大動作三類玩具中表現出情緒功能行為表現。研究者以單

因子變異量分析後發現學步兒在這三類玩具中的情緒功能行為得分並沒

有顯著差異，表示情緒功能行為不會受到玩具類別的影響。所以研究者將

學步兒在三類玩具中的情緒功能行為分數相加後進行分析，以下各向度的

得分都是加總後的平均得分。 

    首先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的四個向度中的得分

表現，從表 4-1 可以發現學步兒在：(1)「對環境產生興趣並具有調控感官

與注意力的能力」的平均得分為 68.8 分、眾數=72 分、該向度最高總分=72

分；(2)「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全感」向度的平均得分=46.45 分、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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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分、最高總分=45 分；(3)「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平均得

分=37.1 分、眾數 42 分、最高總分=45 分；(4)「能夠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

及心智運作能力」的平均得分=11.12、眾數=10 與 13分、最高總分=18 分。

其中向度一到向度三的偏態值都為負數，表示得分分配集中在平均數以

上、高分群的人數較多。然而唯有向度四的偏態值為正值，表示學步兒在

該向度的得分分配傾向在平均數以下、圖形已略呈鐘形曲線。 

表 4-1學步兒在 FEAS 得分表現摘要表 

向度 平均 

得分 

眾數 標準差 變異數 可得分

數範圍 

偏態值 

對環境產生興趣並

具有調控感官與注

意力能力 

68.8 72 3.93 15.47 24-72 -1.617 

與他者形成依附關

係與安全感 

46.45 53 6.66 44.32 21-63 -9.37 

與他者出現有意圖

的雙向溝通行為 

37.10 42 5.87 34.43 15-45 -.531 

能夠產生有組織的

行為以及心智運作

能力 

11.12 10、13 2.41 5.81 6-18 .096 

FEAS 總分 163.57 
174 

178 
17.27 298.34 66-198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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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對環境產生興趣並具有調控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得分分配長條圖 

 
圖 4-2 5「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全感」得分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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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得分分配長條圖 

 
圖 4-47「能夠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得分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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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8「FEAS」總分分配長條圖 

 

(二) 學步兒的溝通能力表現 

1. 以 CSBS DP 得分為溝通能力 

本研究以描述統計分析學步兒在 CSBS DP 各向度的平均得分，結果

發現口語能力的平均得分=29.22、眾數=50、最高可得分數=54；象徵能力

的平均得分==37.07、眾數=43、最高可得分數=53 分；社會能力的平均得

分=51.26 分、眾數 50和 56、最高可得分數=70 分。相關結果如表 4-2，圖

4-6至 4-9 為 CSBS DP 各向度與總分的得分人數分配長條圖。分析結果發

現不論在口語、象徵、社會能力向度上，其偏態值皆為負數、呈現負偏態。

代表學步兒在該能力的平均得分分配在平均數以上，獲得高分群的人數較

多，其中又以象徵能力偏態的最為明顯。除此之外，學步兒在口語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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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數差異最大，意即孩子在口語能力表現的個別差異較大。 

表 4-22 學步兒 CSBS DP 得分表現摘要表 3 

向度 平均 

得分 

眾數 標準差 變異數 可得分

數範圍 

偏態值 

 

口語能力 29.22 50 16.53 273.36 0-54 -.218 

象徵能力 37.08 43 8.64 74.64 0-53 -1.225 

社會能力 51.26 50、56 7.33 53.80 0-70 -.747 

CSBS DP 117.56 138 26.08 680.33 0-177 -.694 

 

 
圖 4-6 9學步兒口語能力向度得分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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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10學步兒象徵能力向度得分分配長條圖 

 
圖 4-811學步兒社會能力向度得分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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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12學步兒 CSBS DP 得分分配長條圖 

2. 以 MCDI得分為溝通能力 

此部分以 MCDI 做為學步兒溝通能力的得分，並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學

步兒在MCDI 上的表現。結果發現詞彙表達的平均得分=178.81、眾數=3、

最高可得得分=696。語言使用的平均得分=8.43、眾數=8與 9、最高可得得

分=16；表達複雜度的平均得分=12.67、眾數=0、最高可得得分=50。詞彙

表達的平均得分=2.69、眾數=1，該向度則沒有最高可得分數。相關資料如

表 4-3，圖 4-10到圖 4-14為MCDI 各向度與總分的得分人數分配長條圖。 

  研究結果發現學步兒在詞彙表達的個別差異表現上相當大，而除了語

言使用能力外，其餘向度的偏態值都呈現負數。表示學步兒只有在語言使

用能力得分分配落在平均數之上、其餘向度得分分配都落在平均數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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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學步兒在語言使用能力上的表現較好，其餘向度中有較多的人數落在

低分組。 

表 4-34學步兒在 MCDI 得分表現摘要表 

向度 平均數 眾數 標準差 變異數 可得分

數範圍 

偏態值 

詞彙表達 178.81 3 143.15 20490.66 0-696 .911 

語言使用 8.43 8、9 4.05 16.44 0-16 -.147 

表達 

複雜度 

12.67 0 12.72 161.71 0-50 .851 

詞語連結 2.69 1 1.64 2.69 - 1.036 

MCDI 202.61 42、166 157.73 24880.02 762分+

詞語連

結分數 

.883 

註:詞語連結依照孩子的語句長度給分，並沒有最高得分 

 

 
圖 4-1013學步兒詞彙表達得分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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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14學步兒語言使用得分分配長條圖 

 

圖 4-1215學步兒語言表達複雜度得分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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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16學步兒詞語連結得分分配長條圖 

 
圖 4-14 17學步兒MCDI 得分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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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學步兒的母親互動能力表現 

    母親互動量表可觀察母親在假扮、觸覺、大動作三類玩具中表現出的

母親互動行為。研究者以單因子變異量分析後發現母親在這三類玩具中的

互動能力表現並沒有顯著差異，表示母親互動能力不會受到玩具類別的影

響。所以研究者將母親在三類玩具中的互動能力分數相加後進行分析，以

下各向度的得分都是加總後的平均得分。 

    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學步兒母親在母親互動能力量表上的各向度得分

表現，結果如表 4-4。從圖 4-15、圖 4-16、圖 4-17 可看出學步兒母親在互

動能力上的表現偏向高分，尤其在「幫助孩子與自己形成依附關係並建立

安全感」、「誘發孩子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動」兩個向度的眾數和該向

度最高得分相等。顯見多數學步兒母親在與孩子自由遊戲互動時，多能幫

助孩子建立安全感並誘發他的溝通互動行為。在變異數部分，「幫助孩子

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的變異數是四個向度中最高的，從

圖 4-18也可看出母親在這向度的表現集中在中間而未出現右偏態的現象。 

表 4-45母親互動能力各向度得分摘要表 

向度 平均

得分 

眾數 標準

差 

變異

數 

可得分

數範圍 

偏態值 

幫助孩子對環境產

生興趣，提升控制感

官與注意力的能力 

20.18 21 1.70 2.90 9-27 -.971 

幫助孩子與自己形

成依附關係並建立

安全感 

25.87 27 1.49 2.22 9-27 -1.743 

誘發孩子出現有意

圖的雙向溝通行動 

42.49 45 2.98 8.87 15-45 -1.119 

幫助孩子產生有組

織的行為以及心智

運作能力 

46.79 46 6.45 41.66 21-56 .065 

母親互動能力總分 115.15 119 9.84 96.87 54-155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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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18幫助孩子對環境產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意力」得分分配長條圖 

 

圖 4-1619「幫助孩子與自己形成依附關係並建立安全感」得分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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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20「誘發孩子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動得分分配長條圖 

 

圖 4-1821「幫助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得分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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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22母親互動能力總分分配長條圖 

二、比較不同性別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表現、溝通能力以及其母親

互動能力 

(一) 不同性別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表現 

  研究者以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不同性別的學步兒在 FEAS 的能力展

現。分析結果發現女孩不僅在四個向度以及 FEAS 總分的平均得分都高於

男孩，並達到顯著性的差異。其中在「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

為」、「能夠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FEAS 總分」上的顯

著性為 小於 .001。這表示男孩女孩在以上這些向度上的行為表現有相當

明顯的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相關資料如表 4-5，圖 4-20 為男孩和女孩在

FEAS 四個向度上的得分表現比較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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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不同性別學步兒在 FEAS 獨立樣本 t檢定摘要表 

向度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對環境產生興趣並具有調控感官與

注意力的能力 

男生 68.16 4.24  

女生 69.86 3.28 -2.763
**

 

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全感 男生 45.01 6.95  

女生 48.32 5.78 -3.015
**

 

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 男生 35.62 6.04  

女生 39.03 5.06 -3.669
***

 

能夠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

作能力 

男生 10.44 2.22  

女生 12.02 2.37 -4.194
***

 

FEAS 總分 
男生 159.24 17.78  

女生 169.23 14.91 -3.741
***

 

p < .01
**  

p < .001
*** 

     

 

圖 4-2023不同性別學步兒在 FEAS 向度的得分比較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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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性別學步兒的溝通能力表現 

1. 以 CSBS DP 做為溝通能力得分 

    CSBS DP 包含口語能力、象徵能力、社會能力三個向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比較不同性別學步兒的表現差異。結果發現女孩在三個向度以

及 CSBS DP 的平均得分都高於男孩，且在象徵能力(p < .01)、社會能力(p<. 

05)、CSBS DP 總分(p< .05)達到顯著，只有在口語能力向度未達顯著差異。

整體而言，女孩在 CSBS DP 評估的溝通能力上表現也高於男孩，但是呈

現出的性別差異並沒有像 FEAS 評估的情緒功能行為那麼大。不同性別的

學步兒在 CSBS 獨立樣本 t 檢定相關資料如表 4-6，圖 4-21 為男孩女孩在

CSBS DP 三個向度上的得分比較長條圖。 

表 4-6 7 不同性別學步兒在 CSBS DP 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向度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口語能力 
男生 27.57 17.10  

女生 31.37 15.63 -1.399 

象徵能力 
男生 35.29 9.35  

女生 39.42 7.02 -3.084
**

 

社會能力 
男生 50.08 7.22  

女生 52.80 7.26 -2.277
*
 

CSBS DP 
男生 112.95 27.31  

女生 123.58 23.24 -2.573
*
 

*
p< .05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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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24不同性別學步兒在 CSBS DP 向度的得分比較長條圖 

2. 以 MCDI做為溝通能力得分 

  接著再以 MCDI 做為學步兒溝通能力得分，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

不同性別學步兒在詞彙表達、語言使用、表達複雜度、詞語連結以及 MCDI

總分上的得分表現。結果發現女孩雖然在四個向度以及總分上的平均得分

都高於男孩，不過只有在「語言使用」向度達到顯著差異，如表 4-7。圖

4-22為男孩，女孩在 MCDI 四個向度的得分比較長條圖，從圖中可看出女

孩在詞彙表達上的平均得分，比起其他向度而言高出男孩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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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8 不同性別學步兒在 MCDI 獨立樣本 t檢定摘要表 

向度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詞彙表達 男生 161.73 150.25 -1.713 

女生 201.15 131.08  

語言使用 男生 7.82 4.36  

女生 9.23 3.50 -2.195
* 

表達複雜度 男生 11.24 12.70  

女生 14.55 12.58 -1.594 

詞語連結 男生 2.49 1.62  

女生 2.95 1.64 -1.737 

MCDI 男生 183.28 165.30  

女生 227.89 144.61 -1.759 

*
p< .05 

 

圖 4-2225不同性別學步兒在 MCDI 的得分比較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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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性別學步兒母親互動能力表現 

    研究者同樣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不同性別學步兒的母親，在母親互

動能力上是否有顯著差異。首先在平均得分上，女孩母親在每個向度以及

總分的得分都高於男孩且全部達到顯著差異。其中在「幫助孩子產生有組

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母親互動能力總分」的顯著性達到 p 

<.001。表 4-8 為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相關資料、圖 4-23 是不同性別孩子的

母親在母親互動能力的得分比較長條圖。 

 

表 4-89不同性別學步兒母親在母親互動能力獨立樣本 t檢定摘要表 

向度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幫助孩子對環境產生興趣，提升控

制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 

男生 19.88 1.769  

女生 20.57 1.54 -2.49
*
 

幫助孩子與自己形成依附關係並建

立安全感 

男生 25.59 1.66  

女生 26.25 1.13 -2.877
**

 

誘發孩子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

動 

男生 41.96 3.23  

女生 43.17 2.48 -2.586
**

 

幫助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

智運作能力 

男生 45.06 6.06  

女生 49.06 6.28 -3.943
***

 

母親互動能力總分 男生 112.61 9.97  

女生 118.48 8.68 -3.774
***

 

*
p< .05  

**
p<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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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26不同性別學步兒母親在母親互動能力得分比較長條圖 

三、檢視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與其母親互動能力的關聯性

表現 

    為了解 19-23 個月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

三者間的關係，本研究以皮爾森積差相關進行分析，其中溝通能力包含

CSBS DP、MCDI 兩個分數，相關結果如表 4-9。本研究發現情緒功能行為

與溝通能力中的 CSBS DP(包含口語、象徵、社會向度)、MCDI(包含詞彙

表達、語言使用、表達複雜度、詞語連結)，以及母親互動能力都有顯著正

相關，表示當情緒功能行為越好時在上述能力向度上也會有較高的得分表

現。而 CSBS DP 與 MCDI 除了彼此之間有顯著相關外，同時也與情緒功

能行為、母親互動能力的相關性達顯著，表示學步兒的溝通能力越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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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緒功能行為、母親互動能力上的表現也會越佳。而母親互動能力越好

時，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也會獲得較高的表現。 

表 4-910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 

 情緒功能 

行為 

CSBS DP MCDI 母親互動 

能力 

情緒功能行為 1 .664
***

 .451
***

 .798
***

 

CSBS DP .664
***

 1 .670
***

 .492
***

 

MCDI .451
***

 .670
***

 1 .334
***

 

母親互動能力 .798
***

 .492
***

 .334
***

 1 

**
p< .01 ***

p< .001 

四、檢視影響學步兒能力發展的關鍵行為 

   關鍵行為指的是：個體中某一行為的變化會影響其他能力的改變，使

得個體能更有效率的習得某些能力。換句話說，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

溝通能力若有一者能調整母親互動能力與另外一個能力原本存在的關聯

性，即表示它具有關鍵行為的功能。根據上述觀點研究者提出下列兩個假

設：(1)情緒功能行為是關鍵行為，會影響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間的關

聯性；(2)溝通能力是關鍵行為，會影響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行為間的

關聯性。由於本研究的溝通能力包含 CSBS DP、MCDI 兩個分數，以下分

別使用這兩個測驗工具分數進行統計分析。 

(一) 以 CSBS DP得分為溝通能力 

1. 假設「情緒功能行為」為關鍵行為 

圖 4-24 為假設情緒功能行為為影響母親互動能力和溝通能力的關鍵



 

105 
 

行為圖，這意謂著情緒功能行為可以是變母親互動能力對溝通能力影響的

中介變項。根據 Baron、Kenny(1986)指出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針對中介

變項的檢驗方式，需針對下列三個步驟來驗證情緒功能行為是否具有中介

效果。 

 

 

 

一、  

 

圖 4-2427以情緒功能行為為關鍵行為假設的路徑分析圖(CSBS DP) 

    相關步驟依序為：(1)檢驗路徑 a 是否存在。也就是母親互動能力與情

緒功能行為之間的迴歸係數是否具有顯著水準；(2)檢驗路徑 c 在不納入中

介變項時是存在的。意味著在不納入情緒功能行為時，母親互動能力與溝

通能力之間具有顯著水準；(3)同時納入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後檢驗路徑 b 是

否存在，且路徑 c 的效果減弱或是不存在。換句話說當納入母親互動能力

後，情緒功能行為仍需與溝通能力具有顯著水準，但是母親互動能力與溝

通能力之間的顯著性會削弱或是轉變成未達顯著水準。表 4-10 為相關資料

之呈現。分析結果後發現：(1)路徑 a 存在，意即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

行為達顯著水準；(2)路徑 c 也存在，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兩者間的迴

歸係數達顯著水準；(3)路徑 b 同樣也存在，當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行

為一起投入後與溝通能力達顯著水準。而此時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間

(路徑 c)的顯著性已經不在 (Beta= -.105)，整體模式的允差=.363、

VIF=2.754，未出現共線性的問題。綜合上述可知，情緒功能行為是母親互

情緒功能行為 

母親互動能力 溝通能力(CSBS DP)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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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力與溝通能力(CSBS DP)的中介變項，且具有完全中介的效果。 

表 4-1011 將情緒功能行為視為中介變項的迴歸分析摘要表(CSBS DP) 

路徑 投入變項 情緒功能行為 

 

a 

 R平方 F β 值 

母親互動能力 .637 259.938
***

 .798
***

 

  溝通能力(CSBS DP) 

c 母親互動能力 .242 47.339
***

 .492
***

 

  溝通能力(CSBS DP) 

 

b 

母親互動能力 .446 59.055
***

 -.105 

情緒功能行為 .748
***

 

***
p< .001 

2. 假設「溝通能力」為關鍵行為 

圖 4-25 為假設溝通能力影響母親互動能力和溝通能力的關鍵行為

圖，這意謂著情緒功能行為可以是變母親互動能力對溝通能力影響的中介

變項。根據 Baron、Kenny(1986)指出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針對中介變項

的檢驗方式，需針對下列三個步驟來驗證情緒功能行為是否具有中介效

果。 

 

 

 

一、  

 

圖 4-2528以溝通能力為關鍵行為假設的路徑分析圖(CSBS DP) 

溝通能力(CSBS DP) 

母親互動能力 情緒功能行為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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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步驟依序為：(1)檢驗路徑 a 是否存在。也就是母親互動能力與溝

通能力的迴歸係數是否具有顯著水準；(2)檢驗路徑 c 在不納入中介變項時

是存在的。意味著在不納入溝通能力時，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之間具

有顯著水準；(3)同時納入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後檢驗路徑 b 是否存在，且路

徑 c 的效果減弱或是不存在。換句話說當納入溝通能力後，溝通能力與情

緒功能行為仍具有顯著水準，但是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行為之間的顯

著性會削弱或未達顯著水準。表 4-11 為相關資料之呈現。分析結果後發

現：(1)路徑 a 存在，意即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行為達顯著水準；(2)

路徑 c 也存在，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兩者間的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

(3)路徑 b 不存在，因為當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一起投入做為自變項後

發現，兩者的 Beta 係數仍都具有顯著性，表示溝通能力並不會對母親互動

能力與情緒功能的關聯性造成影響，所以溝通能力不是關鍵行為。 

 

表 4-1112 將溝通能力視為中介變項的迴歸分析摘要表(CSBS DP) 

路徑 投入變項 溝通能力 CSBS DP 

  R平方 F β 值 

a 母親互動能力 .242 47.339
***

 .492
***

 

  情緒功能行為 

c 母親互動能力 .634 259.538
***

 .798
***

 

  情緒功能行為 

 

b 

母親互動能力 
.731 203.052

***
 

.622
***

 

溝通能力 .359
***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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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 MCDI得分為溝通能力 

1. 假設「情緒功能行為」為關鍵行為 

  研究者再以 MCDI 做為學步兒的溝通能力，並假設情緒功能行為是改

變母親互動能力對溝通能力影響的中介變項。同樣依據上述 Baron、

Kenny(1986)的檢驗方式進行中介變項的驗證，此部分以 MCDI 作為溝通能

力的得分，圖 4-26 為依據該假設的路徑分析圖、表 4-12為分析結果。 

 

 

 

 

 

 

 

圖 4-2629以情緒功能行為為關鍵行為假設的路徑分析圖(MCDI) 

    研究結果發現(1)路徑 a 存在，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行為達顯著水

準；(2)路徑 c 也存在，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兩者也達顯著水準；(3)

路徑 b同樣也存在，當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行為一起投入後與溝通能

力達顯著水準。而此時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間(路徑 c)的顯著性已經不

在(Beta= -.072)，整體模式的允差=.363、VIF=2.754，未出現共線性的問題。

綜合上述可知，情緒功能行為是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MCDI)的中介變

項，且具有完全中介的效果。 

 

情緒功能行為

(FEAS) 

母親互動能力 溝通能力(MCDI)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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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13將情緒功能行為視為中介變項的迴歸分析摘要表(MCDI) 

路徑 投入變項 情緒功能行為 

  R平方 F β 值 

a 母親互動能力 .637 259.938
***

 .798
***

 

  溝通能力(MCDI) 

b 母親互動能力 .111 18.560
***

 .334
***

 

  溝通能力(MCDI) 

 

c 

母親互動能力 
.205 18.986

***
 

-.072 

情緒功能行為 .508
***

 

***
p< .001 

 

3. 假設「溝通能力」為關鍵行為 

圖 4-27 為假設溝通能力影響母親互動能力和溝通能力的關鍵行為

圖，同樣依據上述 Baron、Kenny(1986)的檢驗方式進行中介變項的驗證，

此部分以 MCDI 作為溝通能力的得分，圖 4-27 為依據該假設的路徑分析

圖、表 4-13分析結果。 

 

 

 

 

二、  

 

圖 4-2730以溝通能力為關鍵行為假設的路徑分析圖(MCDI) 

溝通能力(MCDI) 

母親互動能力 情緒功能行為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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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14將溝通能力視為中介變項的迴歸分析摘要表(MCDI) 

路徑 投入變項 溝通能力 MCDI 

  R平方 F β 值 

a 母親互動能力 .105 18.560
***

 .334
***

 

  情緒功能行為 

c 母親互動能力 .634 259.538
***

 .798
***

 

  情緒功能行為 

 

b 

母親互動能力 
.671 152.793

***
 

.729
***

 

溝通能力 .208
***

 

***
p< .001 

  分析結果後發現：(1)路徑 a 存在，意即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達顯

著水準；(2)路徑 c 也存在，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行為兩者間的迴歸係

數達顯著水準；(3)路徑 b不存在，因為當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一起投

入做為自變項後發現，兩者的 Beta 係數仍都具有顯著性，表示溝通能力並

不會對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功能的關聯性造成影響，所以溝通能力不是關

鍵行為。 

  從上述分析結果得知，情緒功能行為具完全中介的效能。由於本研究

的溝通能力包含多種不同向度，研究者欲進一步釐清情緒功能行為是否對

每一個向度都具有關鍵行為的影響力，以下依序說明為研究分析結果。 

五、分析關鍵行為對溝通能力各向度的影響程度 

    從上述可知，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為發展溝通能力的關鍵行為，而

該行為是否同樣對溝通能力中的所有向度都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呢?此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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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所要探討的議題。本研究用來評估溝通能力的測驗工具有二，首先針對

CSBS DP 中的向度進行分析，接著再將 MCDI 中的四個向度進行分析。 

(一) 以 CSBS DP做為溝通能力得分 

在 CSBS DP 中共有口語能力、象徵能力、社會能力三個向度，首先

以「母親互動能力」作為自變項，依序以口語能力、象徵能力、社會能力

做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從表 4-14 可發現母親互動能力對三個向度

都具有預測力，母親互動能力可解釋學步兒口語能力 16.9%的變異量，以

及象徵能力 19.3%、社會能力 9.4%的變異量。然而當自變項加入「情緒功

能行為」後，結果發現在「口語能力」中：母親互動能力加上情緒功能行

為的整體模式可解釋口語能力 28.6%的變異量，但是母親互動能力的迴歸

係數變成未達顯著(Beta= -.042)、情緒功能行為的迴歸係數則仍達顯著差異

(Beta= .567, p< .001)。在「象徵能力」部分有同樣的結果，母親互動能力

原本可解釋象徵能力 19.3%的變異量。但是當加入情緒功能行為後，母親

互動能力的迴歸係數則未達顯著(Beta =-.037)、情緒功能行為仍具顯著性

(Beta= .597, p< .001)。「社會能力」也是同樣的情形，原本母親互動能力可

解釋社會能力 9.4%的變異量，但是當加入情緒功能行為後，母親互動能力

的迴歸係數則變成未達顯著性(Beta = -.234)、情緒功能行為的 Beta 值

=.678，顯著性 p < .001。而情緒功能行為與母親互動能力的整體模式允差

=.363、VIF=2.754，顯示沒有共線性的問題。 

從上述分析結果可看出當自變項只有母親互動能力時，自變項對口

語、象徵、社會能力三個向度具有預測力。然而當自變項為母親互動能力、

情緒功能行為時，則只剩情緒功能行為具有顯著性的預測力，母親互動能

力則不具預測力。為更加了解情緒功能行為的影響效果，研究者以情緒功

能行為(FEAS)平均得分為切節點，高於平均得分者視為「高情緒功能行為

組」、低於平均得分者視為「低情緒功能行為組」。低分組的平均數=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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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組的平均數=178.2。從圖 4-28可發現，不論在口語、象徵、社會能力

中，高情緒功能組的得分都較低情緒功能組高，尤其在口語能力的差別中

最為明顯。所以可知，情緒功能行為可以影響母親互動能力對溝通能力

(CSBS DP)所有向度的預測力，是發展溝通能力的關鍵行為角色。 

表 4-1415FEAS、CSBS DP、母親互動能力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 

*
p< .05

 
  

**
p< .01  

***
p< .001 

22.4

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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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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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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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圖 4-2831高低分組情緒功能行為組在 CSBS DP 向度平均得分長條圖 

依變項 模式 ß值 R平方 F值 

口語能力 母親互動能力 .411
***

 .169 30.058
***

 

 母親互動能力 -.042 .286 29.407
***

 

 情緒功能行為 .567
***

 

象徵能力 母親互動能力 .439
***

 .193 35.431
***

 

 母親互動能力 -.037 .323 34.989
***

 

 情緒功能行為 .597
***

 

社會能力 母親互動能力 .307
***

 .094 15.376
***

 

 母親互動能力 -.234 .261 25.942
***

 

 情緒功能行為 .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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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 MCDI做為溝通能力得分 

首先以「母親互動能力」作為自變項，依序以詞彙表達、語言使用、

表達複雜度、詞語連結做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接著再以「母親互動能

力與 FEAS」作為自變項投入階層迴歸模式中，結果發現當單一自變項為

母親互動能力時，對 MCDI 中的四個向度都有顯著的影響力。但是當加入

FEAS 為自變項後，所有母親互動能力對各依變項的 β 值通通未出現顯著，

如表 4-15。以依變項詞彙表達為例：當「母親互動能力」做為自變項進行

分析時，其 F值=22.606(p <.001)、β 值= .364((p <.001)，母親互動能力可

解釋詞彙表達 12.7%的變異量。當「母親互動能力與 FEAS」同時投入迴

歸模式中後，F值=12.651(p <.001)、母親互動能力 β 值= -.027(未達顯著)、

FEASβ 值= .454(p <.001)，該模式可解釋幼兒口語能力 19%的變異量。顯

示出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也是母親互動能力與 MCDI 的完全中介變相。為

了更加清楚情緒功能的影響效果，研究者以 FEAS 的平均得分為切節點，

高於平均得分者視為「高情緒功能組」、低於平均得分者視為「低情緒功

能組」。從圖 4-29 可發現，不論在詞彙表達、語言使用、表達複雜度、詞

語連結中，高情緒功能組的得分都較低情緒功能組高，尤其在詞彙表達的

差別中最為明顯。 

表 4-15 16FEAS、MCDI、母親互動能力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模式 ß值 調整過後R平方 F值 

詞彙表達 母親互動能力 .364
***

 .127 22.606
***

 

 母親互動能力 -.007 .190 12.651
***

 

 幼兒情緒功能 .454
***

 

語言使用 母親互動能力 .361
***

 .125 22.234
***

 

 母親互動能力 -.039 .200 14.935
***

 

 幼兒情緒功能 .4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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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05

 
    

***
p< .001 

 

 

 

圖 4-2932 高低分組情緒功能在 MCDI 平均得分長條圖 

 

 

表達複雜度 母親互動能力 .393
***

 .149 27.018
***

 

 母親互動能力 .135 .176 5.982
*
 

 幼兒情緒功能 .315
*
 

詞語連結 母親互動能力 .375
***

 .135 24.286
***

 

 母親互動能力 .142 .157 4.786
*
 

 幼兒情緒功能 .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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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設，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不僅可以改變母親互

動能力與溝通能力之間的關係，對於溝通能力中的各個向度都具有完全中

介的效能。所以可以更加確認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是發展溝通能力的重要

關鍵行為。換句話說，母親互動能力不僅和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在發展上

有較緊密的關係，母親互動能力會透過改變情緒功能行為而更有效率的提

升學步兒溝通能力的發展。該結果也符合不只特殊需求孩子在發展上有關

鍵行為的存在，一般孩子同樣有關鍵行為的出現，並顯示出情緒功能行為

在發展上擁有的重要角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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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析與討論 

本節主要針對本研究問題與相關結果提出分析與討論，依序說明如

下： 

一、19-23 個月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表現、溝通能力、以及其母親互動能

力為何？      

(一) 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表現為何?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的向度一：「對環境產生

興趣並具有調控感官與注意力能力」、向度二：「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

全感」、向度三：「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都呈現負偏態，表

示在這些向度中的得分分配高於平均數，有較多人獲得高分。不過向度

四：「能夠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的偏態值為正偏態，意

即學步兒的得分分配低於平均數、在該能力獲得低分組的人數較多。這顯

示學步兒要在向度四中獲得高分不如在前幾個向度中容易，意即「能夠產

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在 FEAS 中是較為高階的能力。反觀

向度一的眾數與該向度可獲得的最高總分分數相同，表示許多學步兒在該

向度獲得滿分，該情緒功能行為是屬於較為基本的能力，甚至具有天花板

效應。 

FEAS 所評估的向度一指的是，嬰兒早期透過穩定的覺醒調控和生理

狀態來精熟感官的功能，並學習維持自我的穩定與情感的回應、獲得調控

注意力的能力等，以幫助個體能夠適應整個生活環境(Tronick, 1989)。

Greenspan(2001)指出這些行為能力是情緒功能行為發展的基礎，在嬰幼兒

出生後的三個月開始萌發這些基礎能力。當孩子在感官路徑的發展上有異

常時，可能導致孩子不會轉頭看向刺激物，無法同時接收處理感官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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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這會使得孩子感到困惑而主動將視線撇開，或身體肌肉顯得特別僵硬

或迴避與他者的接觸。「向度二」觀察的是孩子如何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

並建立安全感的能力，當孩子能夠在環境中保持敏銳的注意力和穩定的感

官知覺時，便可以透過這樣的能力來與照顧者建立關係。舉例來說，當嬰

兒注視著母親時容易引起母親的回應，她可能會藉由誇張的模仿嬰兒的表

情或聲音來回應孩子的注視。這樣的回應行為又會引發孩子注意到母親，

經過多次的互動循環後逐漸形成依附關係，並誘發出有意義的雙向溝通互

動，此為「向度三」所評估的能力行為。孩子開始發展出有目的的溝通意

圖，包含非口語的點頭、搖頭、注視他者微笑等行為，或是聲音與口語的

展現來表達自己的想法與目的。由於過去文獻指出，一歲左右孩子會開始

發展出簡單的單字、部分孩子約莫一歲半時會出現語言爆炸期，所以可見

向度一到向度三的行為能力在孩子 2 歲前就應該有部分的發展完成。而本

研究的研究個案年齡範圍落在 19-23 個月中，所以分析結果多數孩子在向

度一、向度二與向度三的表現都趨近滿分，表示該年齡的學步兒多能具備

這些基本的情緒功能行為，符合 Greenspan (2001)的說法。 

向度四為評估學步兒能否進行一連串複雜的、有組織性的問題解決互

動，這意謂著孩子必須具備有簡單的推理和抽象的心智運作能力。由於 18

個月大的孩子開始會漸趨以功能性的方式來理解物體、探索世界，開始進

行表徵能力的萌發而不再受限於眼前所見的事物，同時也更能覺知感受照

顧者出現的抽象情緒特質。換句話說，孩子的行為組織、問題解決能力和

內在化在此階段會產生劇烈的變化，他們能將物體、事件或與其相關的情

緒、功能做更聚合性的組織。孩子使用手勢、臉部表情、身體姿勢等與他

者的溝通方式也會越趨有效率，並逐漸發展出有主要功能的象徵性溝通。

從本研究中發現 19-23 個月的學步兒在此向度能力表現屬於正偏態，代表

有較多人的分數是低於平均值。表示這個年齡層的孩子在向度四的行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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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階段，大部分的孩子還未能精熟此能力。 

參照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我們可將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視為一座金字

塔，在最底層的為最基本的情緒功能行為，而越往上層則是較高階的情緒

功能行為。高階的能力必須倚賴於穩固的基礎能力，金字塔底層的不穩定

將可能使得所有結構趨於崩解。如同孩子出現感官調節異常(dys-regulation)

和自我刺激行為而無法保持流暢的注意力來環顧四周環境時，會影響後續

行為能力的習得，因此唯有將根本能力建立穩固後才能獲得更高階的能

力。該結果也提醒著，當我們育提升孩子能力時應以基本能力為優先考

量，過度揠苗助長的行為不僅對孩子沒有幫助更可能打亂孩子原本穩定的

基礎能力。只有依照孩子的發展階段性與以適切的鷹架，幫助孩子開發潛

能，對他們而言才會是最有意義、有效率的學習方式。 

(二) 學步兒溝通能力為何? 

本研究分別以CSBS DP與MCDI兩類評估工具做為 19-23個月學步兒

的溝通能力表現，在 CSBS DP 共分成「口語、象徵、社會能力」三個向

度。研究結果發現學步兒的口語能力變異數相當高，代表學步兒在口語能

力上出現較大的個別差異。而三個向度都得平均得分偏態值為負數、呈現

負偏態，表示學步兒在 CSBS DP 中的表現多高於平均值且多數皆獲得高

分。在MCDI 中的「詞彙表達、表達複雜度、詞語連結」的偏態皆為正數、

呈現正偏態，表示學步兒在這三者能力上的表現多低於平均值且多數獲得

低分。只有在「語言使用」能力的偏態值為負數，意即學步兒在語言使用

能力上的表現多高於平均組、有較多人獲得高分。由於語言使用能力被認

為和社會能力發展息息相關(Prutting, 1982)，舉例來說：「孩子是否會主動

跟其他人說話或聊天？」、「和別人對話時，孩子是否會接續別人的話題」

等題項，同時也在檢視孩子的社會能力表現。而 19-23 個月大的學步兒在



 

119 
 

CSBS DP 的社會能力向度多數能獲得高分，該結果同時也能夠說明為什麼

學步兒在MCDI中只有在語言使用這個和社會能力有緊密關係的向度中獲

得高分。 

由於 CSBS DP 是適用兩歲前的一般正常發展嬰幼兒，而本研究對象

的年齡為 19-23 個月已經接近兩歲，所以可能受到天花板效應影響，使得

學步兒的表現整體能力偏高。而 MCDI 分有嬰兒版、幼兒版兩個年齡組孩

子使用的版本，本研究採用的幼兒版量表其適用年齡為 16-36 個月，所以

不像 CSBS DP 容易出現天花板效應。MCDI 的「詞彙表達」向度最高得分

為 696分，但在本研究學步兒詞彙表達的眾數卻落在 3分，顯示出仍有不

少孩子的詞彙表達量相當不足。對照錡寶香(2002)以家長觀察記錄方式分

析 45 位嬰幼兒非語言溝通、詞彙習得以及詞彙結合的發展狀況，該研究

指出大部分孩子在 17-18 個月時就已經習得 50 個詞彙、17-18 個月大左右

的孩子已經能結合兩個詞彙。然而本研究學步兒最小年齡已經達 19個月，

卻仍有 35名學步兒的詞彙表達未達到 50 個詞彙量；從圖 4-12可看出，仍

有 43 位孩子還未能表達兩個詞彙結合而成的組合句。研究者推測該研究

的樣本量只有 45 位，所以獲得的研究結果可能不適合類推。另外該研究

是請家長在家中直接觀察紀錄，而 MCDI 是家長在評估室中填寫，兩者的

評估方式不同因而在評估孩子真實能力上會有差異。不過從 CSBS DP 與

MCDI 中都可發現 19 個月大以上仍有部分孩子的溝通能力發展有遲緩的

現象，建議未來可持續推動家長或相關教保人員定期檢核嬰幼兒的溝通能

力發展，以盡早在早療黃金時期提供給孩子適當的協助。 

(三) 學步兒母親的互動能力為何? 

    母親互動能力得分共分為四個向度，母親在向度一「幫助孩子對環境

產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向度二「幫助孩子與自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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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依附關係並建立安全感」、向度三「誘發孩子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

動」的平均得分偏態皆為負數、成負偏態。這顯示出母親在這些向度中的

得分分配是高於平均值的，亦即多數母親都能獲得高分。然而在向度四「幫

助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得得分卻呈現正偏態，代表

母親在該向度的得分分配低於平均值、有較多母親獲得低分。整體而言，

本研究的母親在與孩子進行自由遊戲時，多能幫助孩子對周圍環境產生興

趣，並與其建立情感依附的安全感，也多能夠誘發孩子出現雙向的溝通互

動行為。不過在提升孩子的心智運作，以及抽象能力的互動技巧上則獲得

較低的分數。研究者認為母親互動能力並非單一的一種能力、當中包含了

許多不同的次能力，所以要具備有良好的母親互動能力必須在這些向度中

都能有較佳的表現，而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若能有專業人員能定期

檢視父母親或照顧者的互動能力，開設相關課程幫助相關人員提高與孩子

的互動技巧，將可以更有效率、自然的從互動中提升孩子的發展學習。因

此建議不論實務現場或學術研究，都可以在多投入心力於發展母親互動能

力品質的檢核表或介入研究，以了解如何幫助母親獲得、展現出好的互動

品質。 

二、不同性別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表現、溝通能力、以及其母親互

動能力如何? 

(一) 不同性別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的表現差異如何? 

    本研究發現女孩在情緒功能行為上的所有向度得分都顯著高於男

孩，該結果支持學步兒年齡的女孩比較常會跟大人溝通說話(Fagot, Hagan, 

Leinbach, & Kronsberg, 1985)，也比男孩更常主動出現向他者展示玩具、主

動分享(Campbell, Shirley, & Candy, 2004)的看法，以及男孩在回應非口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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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線索的敏感度上不如女孩(Brody, 1985)的發現。同時也支持 Chaplin、

Alado(2013)針對 166 篇共 21709 名個案的後設研究分析也發現，女孩比男

孩展現出更多正向情緒、內在情感(例如：難過、焦慮、同理心)，男孩展

現較多的外顯情緒(如：生氣)。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與相關研究的結果是

一致的，女孩在情緒能力發展上比男孩來的較佳。過去研究認為情緒發展

會比同理心的認知層面更具有性別上的差異，因為男孩和女孩的情緒敏感

度、情緒表達、情緒經驗等都會受到不同社會化過程的影響，所以更容易

造成性別差異的出現(詹志禹，1992)。雖然無法從本研究了解造成不同性

別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發展差異的主因，但是透過分析結果可知 19-23

個月的女孩比起男孩更能對環境產生興趣並能流暢的控制感官知覺與注

意力的表現。女孩也比男孩更能夠與母親形成依附關係並建立起穩定的安

全感、產生正向雙向有目的的互動行為，並表現出較多有組織的行為和抽

象的新制運作能力。 

(二) 不同性別學步兒的溝通能力差異如何? 

    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本研究的女孩在 CSBS DP 的所有向度平均得

分都高於男孩，但是只有在「象徵與社會能力」上達顯著差異、口語能力

則未達顯著。該結果支持過去研究認為女孩在利用物品做出動作的象徵能

力上表現較男孩好的發現(Sansavini, Bello, Guarini, Savini, Stefanini, & 

Caselli, 2010)，以及學齡前女孩比男孩擁有較佳象徵遊戲能力的觀點

(Johnson & Roopnarine, 1983)。在社會能力上，也支持女孩較常接觸成人並

出現較多的利社會行為、擁有較好的社會能力的發現(Rejskind, 2004)。由

於 CSBS DP 將孩子對他者出現溝通手勢列為社會能力之一，女孩社會性

表現優於男孩的發現，也與 Sansavini、Bello、Guarini、Savini、Stefanini、

Caselli(2010)認為10個月至17個月大的女孩在手勢表現能力比男孩還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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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一致。但並不支持 Stokes、Klee(2009)認為男孩女孩的社會能力表現

沒有顯著不同的發現，該研究是以社會情緒檢核方式進行評估，與本研究

透過互動遊戲評估孩子表現的方式有所不同，也許是影響研究結果不一致

的原因。本研究的學步兒在 CSBS DP 的口語能力向度雖然未出現性別差

異，但是該工具在口語向度的評估包含孩子在與大人互動時表現出的聲音

(子音)、單字、雙詞種類與頻率，其中聲音的部分並不一定具有語意的意

義性，所以無法完全代表有意義的口語能力。所以我們只能說 19-23 個月

大的學步兒在聲音(子音)、單字、雙詞種類與頻率表現上沒有顯著的性別

差異，要瞭解有意義的口語能力表現差異則需檢視他們在 MCDI 的得分。 

比較 19-23 個月男孩和女孩在 MCDI 中詞彙表達、語言使用、表達複

雜度、詞語連結表現差異，結果發現只有在語言使用上女孩的得分顯著高

於男孩。MCDI 為國外 CDI(MacArthur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Inventory, CDI)的中文版。檢視國外有關 CDI 的研究發現 2 歲前的孩子，

在 CDI 表現較看不出明顯的性別差異，如：18 個月大幼兒在 CDI 上的表

現沒有性別差異(Lyytinen, Poikkeu, Laakso, 1997)，16-28個月不同性別的

孩子在得分上同樣無顯著差異(Berglund & Eriksson, 2000)。Lyytinen,、

Poikkeus、Laakso(1997)檢視 110 名 18 個月大幼兒的研究結果則指出，不

論是在 CDI 還是雷妮氏發展量表(Reynell Developmental Language Scales. 

RDLS)都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不過當孩子在 2 歲大後，女孩的溝通口語

能力開始與男孩出現明顯的不同，例如：女孩在 2歲(Arden & Plomin, 2006; 

Galsworthy、Dionne、Dale、Plomin, 2000)以及24-30個月(Stokes & Klee, 2009)

時 CDI 的表現會顯著高於男孩，或是平均大於 23.8 個月大的女孩在詞語

連結上的得分會優於男孩(Schater, Shore, Hodapp, & Chalfin, & Bundy,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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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對象的年齡落於 19-23 個月之間，所以男孩和女孩在 CSBS 

DP中的口語能力向度，以及 MCDI(CDI 的中文版)中的詞彙表達、表達複

雜度、詞語連結都未出現顯著差異的結果支持過去研究發現。而女孩在

MCDI 的「語言使用向度」顯著高於男孩，這和語言使用能力和社會能力

息息相關(Prutting, 1982)可能有所關連。由於本研究在 CSBS DP 的社會向

度分析發現女孩的社會能力顯著高於男孩，所以可以推測女孩在語言使用

能力上也會比男孩佳。整體而言，學步兒時期的女孩在溝通能力向度中的

社會、象徵能力向度的表現顯著較男孩高，但是在口語能力部分並沒有顯

著的不同。推測可能要等到孩子超過 2歲後才會拉大女孩和男孩之間的表

現差異，其中語言使用能力和社會能力發展有共同性，而女孩的社會性顯

著也較男孩佳，所以獲得女孩語言使用能力表現比男孩佳的結果相當合

理。 

(三) 不同性別學步兒的母親其互動能力差異如何? 

    本研究發現女孩母親在母親互動能力量表中的所有向度表現都顯著

高於男孩母親，其中在「幫助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

的差異性最大。該結果支持過去研究認為母親在與孩子互動時會對男孩較

為嚴厲且展現出較多的控制行為的看法 (Miller, Cowan, Cowan, 

Hetherington, Clingempeel, 1993; Rothbaum & Weisz, 1994; Webster-Stratton, 

1996)。由於當母親在互動中展現較為嚴厲的態度時，便會較少出現正向、

歡樂的情感表現，或缺少熱情的手勢表情來吸引孩子對環境的以及自己的

注意等，這些不僅會影響「幫助孩子對環境產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

意力的能力」、「幫助孩子與自己形成依附關係並建立安全感」、「誘發孩子

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動」的表現。當母親對孩子的控制力越高時會容

易過於關注孩子對於指令的完成度，因此比較難在向度四題項上(例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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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碰孩子玩打鬧遊戲、以興奮的情緒依照孩子的玩法進行遊戲、不會過於

限制阻止孩子的玩法等)獲得較高的分數。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支持過去研究發現因為母親出現較多指導性的

行為而減少誘發性的引導表現。而母親對不同性別孩子展現出不同互動能

力，是受到孩子本身能力的不同的影響(如本研究發現女孩在情緒功能行為

以及社會、象徵、語言使用上有較好的能力)。或是因母親有性別刻板印象，

所以對男孩和女孩有不同的教養信念因而產生不同的互動行為，這些都是

未來可深入著墨的研究主題。 

三、 19-23個月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之間的

相關性如何?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 19-23 個月大學步兒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

(CSBS DP、MCDI)、母親互動能力都有顯著的正相關，顯示出三者之間具

有緊密的關聯性，該結果與相關文獻有同樣的發現。從(1)情緒功能與溝通

能力的角度來看，過去研究發現當孩子越具有安全的情感依附時，越能夠

理解他人心理層面情感抽象的想法，意即情感依附和象徵能力會有相關

(Fonagy, Redfern, & Charman, 1997)。例如：約 13個月大的孩子的安全依

附表現，可以預測他在約 31 個月大時的象徵遊戲能力(Meins, Fernyhough, 

Russell, & Carter, 1998)。不僅如此，孩子情緒的發展也會受到社會溝通能

力的影響，因為身處社會文化中的孩子會與周遭環境建構出情緒表達、理

解的規則，並在實踐於與他者的溝通互動中，所以情緒與溝通能力之間是

會具相關性的(侯瑞鶴、余國良、林崇德，2004)。除此之外，心智運作能

力與語言理解和命名、問題解決能力和整體語言能力表現之間也都呈現正

相關(Baldo, Dronkers, Wilkins, Ludy, Raskiun, Kim, 2005)。從上述可發現，

情緒發展與溝通能力之間會具有高度的正相關，而本研究的學步兒擁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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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情緒功能行為表現時，其溝通能力也會較高；或是當學步兒的溝通能

力較好時、情緒功能行為表現也會越佳。 

  (2)從母親互動的角度來看，不論心理分析論、學習論、認知發展論、

動物行為學習理論等，都指出母親互動能力會影響孩子的情緒與溝通能力

發展。在本研究中獲得互動能力較高分的母親，代表她在與孩子遊戲時較

能夠允許孩子有自己的玩法，愉快的依循孩子的玩法並從中提升遊戲的層

次、擴展孩子的溝通循環，也就是能以「兒童」為本位。如 Mahoney(1988)

的研究結果就指出家長在與孩子互動時，應該要以孩子的焦點、動機、意

圖給予回應，而非以以家長在意的觀點為主，才能有效提升孩子的行為能

力(林初穗、張淑慧、潘慧銘、邱俊皓，2013)。母親的教導行為、與孩子

共同關注從事同一個玩具、敏感度表現等互動能力高低，也能預測孩子日

後的相互協調式注意(JA)表現，而該能力與社會學習、語言發展有顯著的

相關(Gaffan, Healy, & Murray, 2010)。而且母親的互動回應能力更是與年幼

孩子的認知、溝通能力、社會情緒功能有密切的相關，甚至造成長期性的

影響，所以其重要性是相當值得重視的(Spiker, Boyce, & Boyce, 2002)。所

以我們同時也必須注意哪些母親容易有互動品質不良的風險，例如：有慢

性憂鬱症、或小時候覺得自己被忽略、虐待、不被疼愛的母親或是非預期

產子者；有法律、經濟、健康問題或是與配偶關係不良者，都是高危險群

之一(陳淑敏 2006)。因此未來也可針對高風險族群的進行介入研究，以幫

助母親提升互動能力與對孩子的敏感度等。 

四、影響 19-23個月學步兒發展能力的關鍵行為為何? 

本研究經迴歸分析後發現，「情緒功能行為」是改變母親互動能力對

溝通能力影響的「完全中介變項」，而且不論以 CSBS DP 或是 MCDI 作為

溝通能力都獲得同樣的結果。這代表當自變項為「母親互動能力」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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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做為依變項的「溝通能力」造成影響，但是當加入情緒功能行為後，「母

親互動能力」必須透過「情緒功能行為」才能對「溝通能力」產生影響。

Koegel 等人(1999)指出能提升自閉症兒童溝通能力的關鍵行為包含：孩子

能回應多重刺激、具有回應動機、主動性、自我管理能力。而從本研究中

可發現「情緒功能行為」是發展學步兒「溝通能力」的關鍵行為，而情緒

功能行為也包含評估上述這些能力，但是情緒功能行為量表(FEAS)有更具

體的行為描述，所以更適合用來作為檢核關鍵行為發展之用。而且本研究

也與其他相關研究有同樣結果，當母親越能以兒童為本位來進行互動時會

降低其成人本位的主導性，該互動能力特質能提升孩子的關鍵行為發展進

而加速溝通能力的習得 (Mahoney & Perales, 2003; Mahoney & Lin, 2007; 

林初穗、張淑慧、潘慧銘、邱俊皓，2013; 劉文英、林初穗、潘惠銘，2005)。 

研究者進一步針對關鍵行為對溝通能力各向度的影響情形進行分

析，結果發現情緒功能行為對 CSBS DP 中「社會能力」向度的影響力最

大；對 MCDI 中的「語言使用能力」影響力最大。由於社會能力與語言使

用能力是一體兩面的能力(Prutting, 1982)，顯示支持情緒功能與社會性能力

有較大的發展相關性。換句話說，當我們欲提升孩子的溝通能力時不可忽

視社會性能力的重要性，它會是幫助孩子獲得溝通能力重要樞紐，所以比

起做單一的反覆口語練習，讓孩子在社會互動中練習溝通能力才會是最有

效率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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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於檢視不同年齡與性別學步兒在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

以及母親互動能力上的發展差異，並進一步分析這三者之間彼此的影響關

係，以及影響學步兒溝通發展的關鍵行為。以下依序說明本研究發現與研

究限制，並對未來相關研究議題提出參考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量表的發展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與母親互動能力的

發展情形，並發現男孩女孩在發展上的差異以及三者之間具有高度的正相

關性。然而過去國內有關此方面的研究主題並不多見，研究者推測除了較

少從功能性來探討情緒發展外，也缺少適合年幼孩子所使用的評估工具所

致。本研究了 MCDI 具有國內常模外其餘仍缺乏本土化的常模建置，而

CSBS DP 在國內已有其他學者使用作為評估工具也獲得良好的信效度結

果。不過本研究中採用的情緒功能行為量表(FEAS)與母親互動能力量表則

是國內首度使用。而透過本研究的評估資料蒐集發現，利用遊戲玩具讓孩

子和母親在自然的互動狀態下表現出真實能力，相當適合年幼孩子的使

用。尤其 FEAS 以及母親互動能力量表中使用了三類玩具，總分為母親和

孩子在三類玩具行為表現的加總。如此可減少孩子因為不喜愛玩某類玩具

而影響互動能力的表現。舉例來說，一名喜歡假扮玩具的孩子可能在玩假

扮玩具時，可以與母親展現出良好的溝通互動行為，但在她不感興趣的觸

覺類玩具中則可能會減少出現溝通互動行為的頻率。或是一名母親可能擅

長與孩子玩打鬧的動作遊戲，但是卻不擅長與孩子玩假扮遊戲，如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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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只提供假扮類玩具的話，母親的互動能力就有被低估的可能。研究者

發現透過遊戲互動的評估方式，孩子多能保持穩定的情緒並很少持續焦慮

害怕感，不僅可以減少低估孩子真實能力的可能性，同時也比較具有生態

效度，因此建議未來國內可朝此評估模式多開發年幼孩子適用的評估工

具。除此之外，本研究用來評估學步兒溝通能力的工具有 CSBS DP 與

MCDI，前者同樣以遊戲互動為主的評估模式，後者則是請家長填寫相關

量表。雖然兩者的執行方式以及評估的溝通能力向度有所不同，但是經統

計分析結果發現兩者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所以研究者認為可多採用多

元的評估工具來檢視孩子的能力表現，可以有更廣泛的發現與深入的分

析。 

二、 性別因素在發展上具有重要影響 

    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的學步兒在發展表現上有顯著的差別，尤其在和

社會互動方面有關的能力有特別顯著的不同，在口語能力的表現上差別則

多未達到顯著。有趣的是，在研究幼兒欺騙動機的研究中指出女孩較常出

現社會性的欺騙。換句話說，女孩比男孩有更多的欺騙行為是源自於她們

需要維持良好的社會關係或擁有較好的社會認同(黃秋華、鄭芬蘭、楊晴

閔，2006)。另外本研究也發現母親和女孩在遊戲時比較跟男孩互動時，更

能依照孩子的興趣給予熱情的回應，並依此示範或用運用技巧提高孩子的

遊戲能力，這可能和女孩能獲得較好的社會能力有關。雖然本研究無法驗

證上述的因果關係，但仍反應出不同性別的孩子在發展上會有不同的特質

展現。所以建議在進行有關兒童發展的研究時，都不應忽略性別因素存在

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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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母親互動能力對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之間有顯著關

係。由於母親多半是學步兒的主要照顧者，且對於孩子的發展影響已經有

許多研究獲得證實。而本研究也發現母親互動能力與情緒和溝通能力之間

也具有政相關，多以家庭環境和母親對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與溝通能力之

間具有高度正相關，這顯示當母親的互動能力越高時，學步兒的能力也會

越好。所以若能幫助母親獲得良好的互動技巧，將對孩子的發展產生莫大

的助益。透過研究結果來看，母親要擁有良好的互動技巧約可掌握四大要

點：(1)能以正向的方式鼓勵孩子探索環境；(2)能營造並保持遊戲互動的熱

情；(3)能注意孩子的興趣與關注的焦點並予以回應；(4)不會過於限制孩子

並能使用有趣的技巧誘發孩子的溝通循環層次。整體而言，母親在互動中

需具有以兒童為導向的信念，而非以下達指令、完成作品或是認知教學為

主。如同過去許多研究指出，母親的互動行為會影響孩子與自己的情感依

附關係，並進而影響孩子的探索行為與遊戲能力的發展程度。所以未來我

們除了透過更多實證性上的研究證實以兒童為本位的概念能帶來良好的

互動品質，以及互動表現能影響孩子的學習表現外，也要思考可以透過哪

些管道來向實務現場傳達這樣的信念。目前國內具有不少嬰幼兒的發展檢

核表可供大眾下載，所以若能將家長互動品質量表也進行普及化，讓更多

為人父母者能理解自己對孩子產生的影響力、判斷自己的互動方式是否適

切等，將會帶來非常有意義的產學結合成效。 

四、 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是發展溝通能力的關鍵行為 

    過去文獻多支持母親互動能力可有效提升孩子的情緒功能行為、溝通

能力，本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本研究發現母親互動能力可有效影響學步

兒溝通能力的發展，但是當投入情緒功能行為於迴歸模式中後，母親互動



 

130 
 

能力則需透過情緒功能行為才能對溝通能力產生影響力。這表示情緒功能

行為可以改變母親互動能力與溝通能力之間的關係，意即情緒功能行為是

重要的關鍵能力。過去有關關鍵反應介入模式(Pivotal Response Therapy)

的介入研究認為，能夠提升自閉症孩子發展的關鍵行為是：「具有動機以

及回應多重線索的能力，而且這些能力的發展可以導致某些行為的改

善」。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一般孩子在溝通能力的表現也會受到關鍵能力

的影響，而此關鍵能力即是情緒功能行為。分析情緒功能行為的向度後發

獲回應互動等，頗符合過去關鍵行為的定義。而且在分析關鍵行為的迴歸

模式中發現，情緒功能行為對 CSBS DP 中的社會能力向度、MCDI 中的語

言使用能力向度的 beta 值都對高，代表對這兩向度影響力最大，所以我們

可以說情緒功能行為與社會性方面的能力有較大的相關。總結來說，情緒

功能行為是偏向社會性方面的能力，而它又是影響溝通能力發展的關鍵行

為。所以當我們欲提升孩子的溝通能力時，不是去重練習口語的理解或表

現，而是先從提升孩子的社會性著手，當孩子的社會性能力提高後便會影

響其溝通能力的發展，而這才是符合發展特性的有效學習方式。 

五、嬰幼兒發展資料庫之建立 

    從本研究中發現嬰幼兒的發展會隨著年齡具有階段性的變化，且會受

到不同內在因素(如性別)、外在因素(如母親互動能力)的影響而產生改變。

透過量化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幫助我們建立一套可參照的標準，有利於特殊

需求的孩子能夠做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進行。因此建議未來研究也可

針對嬰幼兒重要的發展能力建立大型資料庫，可促使更多專家學者投入兒

童發展領域的探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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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 由於國內目前可用來評估學步兒情緒功能行為、母親互動能力的工

具並不多見，所以本研究用評估情緒功能行為的 FEAS、溝通能力中

的 CSBS DP，以及母親互動能力量表皆屬國外工具，此為研究限制

之一。不過評估工具所使用的玩具皆為學步兒常使用的玩具，例如：

泡泡、扮家家酒、球、積木等，此部分沒有出現文化差異。  

二、 本研究由於受限於人力以及時間的關係無法控制性別人數，所以在

比較男女性別差異時兩者的人數並不均等，此為研究限制之二。 

三、 本研究的評估過程中以不同種類的玩具作為媒介，不過有些孩子家

中已有相同或類似功能的玩具，可能減少孩子對該類玩具的新奇感

而影響到互動及能力展現，此為研究限制之三。 

四、 本研究為便利取樣，雖然研究中也有桃園、台中、高雄、屏東的個

案，但主要樣本的來源還是多以自新北市以及北市兩區為主。因此

相關研究結果無法類推到所有學步兒發展現況，此為研究限制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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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本研究探究的議題為目前國內較少著墨。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後

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針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發展適合學步兒使用的本土化評估工具 

    過去針對 2歲前年幼孩子所使用的評估工具多以家長填寫檢核表者居

多，本研究中使用了四種觀察幼兒行為表現的評估量表。結果發現除了家

長報告量表外，透過以玩具遊戲為媒介、讓孩子可以與母親互動的評估過

程能有效減少孩子對實驗情境的焦慮。因此建議後續研究人員可嘗試編制

針對年幼孩子發展本土化評估工具，並進行全國性常模的建置。 

(二) 擴大樣本數與進行追蹤性研究 

    本研究的樣本數分別為 85名男孩與 65 名女孩，雖然已經達到進行統

計分析的樣本人數，但仍建議後續研究可再擴增樣本量。如此也可符合結

構方程式的樣本需求量，以求得更完整嚴謹的整體發展模式。除此之外也

可嘗試進行追蹤性的研究，以了解情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的發隨著年齡

產生的變化，以及母親互動能力是否能預測孩子日後的發展表現等。 

(三) 比較跨年齡組的發展差異 

    本研究以年齡 19-23 個月的學步兒作為研究對象，以瞭解學步兒在情

緒功能行為、溝通能力、母親互動能力上的表現。建議日後研究可針對不

同年齡組的孩子進行比較，例如比較 12、18、24、30、36 個月大幼兒的

發展情形，以釐清不同年齡孩子在這些能力上的發展變化。亦或是進行追

蹤性的研究，來了解每個行為能力的發展起始點落在哪一個時間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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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重視關鍵行為的重要性 

    在本研究中發現情緒功能行為在學步兒的發展上佔有重要的發展角

色，因此研究者認為個體在能力的發展過程中除了有出現的先後順序外，

某些重要的關鍵行為會影響個體學習或獲得其他能力的過程。因此建議後

續研究可再探究分析還有哪些關鍵行為會對孩子的整體發展造成重大影

響，以及可以透過那些方式提升關鍵行為的成熟，以供未來教育課程目標

做為參考。 

(五) 比較不同類別孩子的能力表現 

  特殊需求幼兒(如：發展遲緩幼兒、自閉症幼兒、唐氏症等)在情緒功

能行為、溝通能力的發展特質是否和一般孩子相同？母親對不同發展的孩

子會出現哪些行為差異？以及特殊孩子的情緒功能行為是否同樣是發展

溝通能力的關鍵行為呢？透過這類的研究分析也可以幫助我們找出特殊

需求孩子重要的核心能力，並融入在早期療育的評估檢核項目以及介入的

目標與課程設計中。 

(六) 比較母親互動能力與其他照顧者的差異 

    由於目前社會的生活型態的改變，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可能並非由母親

擔任。雖然多數時候母親仍是孩子主要依附的對象，不過與孩子長時間相

處的照顧者可能是爸爸或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等。這些照顧者與孩子有許

多互動的機會，因此建議日後研究也可針對其他照顧者互動行為信行分

析。也可比較母親互動能力或是其他照顧者的互動能力，是否會對孩子的

發展產生不同效能的影響。 

(七) 比較母親在不同互動情境中的互動能力表現 

    本研究中以母親和孩子進行自由遊戲的方式評估其互動行為表現，不

過參考過去研究中可發現，母親在不同的任務情境中可能會出現不同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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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表現。例如：Martin、Clements、Cnic(2002)的研究中就設計了自由遊戲

以及挑戰情境(孩子須等待母親完成某事才能打開禮物盒)來評估母親的互

動行為表現。因此未來研究也可設計不同的互動情境，以用來評估孩子的

發展能力表現以及母親互動的能力。 

二、針對實務現場的建議 

(一) 重視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 

  在現場教學時除了提升孩子的語言、社會互動、認知發展等領域能力

外，對於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也須加以著墨。透過課程或是教具的設計，

誘發孩子的主動性、調控能力與模仿能力可以幫助他們擁有穩定的情緒發

展。由於情緒功能行為的發展和孩子的社會性能力有很大的相關性，因此

家長或教保相關人員在課程設計上應以兒童本位為原則、以孩子的興趣為

導向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 情感依附的重要性 

  在母親互動能力中的第二向度「幫助孩子與自己形成依附關係並建立

安全感」，與其他向度之間都具有最高的相關係數，顯示當母親在這個向

度的表現越高時，其他互動行為也會顯著的相對提升。由於社會型態的轉

變，所以導致有越來越多雙薪家庭的產生，保母、托嬰中心、幼托園所等

的需求量也相對增加，而且托育的時間也在逐漸拉長中。研究者認為當母

母親與孩子之間具有越親密良好的情感依附關係時，能促使母親擁有較正

向愉快的教養信念，因而能幫助自己創造出較好的互動品質。所以建議在

社會福利以及相關政策上，除了規劃滿足家長的托育需求外也不能夠忘記

母親與孩子的情感交流、依附關係的重要性是難以被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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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不同性別孩子的行為反應 

   本研究發現母親對於不同性別的孩子會出現不同的互動表現，這可能

會對孩子整體造成長遠性的影響。研究者認為母親與孩子互動時應該考量

的是孩子的個別差異，依照孩子本身的氣質、個體的經驗或是生活文化環

境等，提供最適合孩子的互動回應才能提升發展潛能。所以研究者建議在

有關性別刻板印象的宣導上應再加強，不論是母親或是相關教保人員等都

應有所共識，宜避免在有意或無意中對不同性別的孩子給予差別待遇。 

(四) 母親互動能力的重要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母親互動能力對於學步兒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力，然而

過去在親職教育中較少提出具體幫助母親改善與孩子互動表現的建議。研

究者認為可以善用本研究的評估工具，依照量表中的檢核內容可以直接具

體的教導母親如何改變互動的技巧，母親也可做為自我評估之用。而在保

母或教保人員同樣也可參照同樣的方式來提高教學技巧，讓孩子在遊戲互

動中就可成功的促進各種發展能力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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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研究者為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候選人朱芳誼，非常

感謝您撥空參加「親子互動影響幼兒情緒功能和溝通能力發展之研究」。本

研究旨在了解您與寶寶的互動情形，以及寶寶的情緒功能和溝通能力表

現。研究過程中所拍攝的影片與相關資料只做為研究者後續計分之用，在

沒有您的同意下不會擅作其他用途。以下向您說明研究步驟內容與預估花

費時間，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您隨時提出，再次感謝您和寶寶的參與協助！ 

1. 暖身活動(5 分鐘) 

2. 親子互動與情緒功能評估-【母親與寶寶】互動遊戲(15 分鐘) 

3. 溝通能力評估-【研究者與寶寶】互動遊戲，照顧者需在旁參與(25 分鐘) 

4. 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由照顧者填寫(15 分鐘) 

 

                   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指導教授 張鑑如 

                        博士候選人 朱芳誼 

                                敬上 

----------------------------------------------------------------------------------------------- 

  本人_______________同意我的孩子＿＿＿＿＿＿＿參加「親子互動影

響幼兒情緒功能和溝通能力發展之研究」，若研究者有公開學術演講之需要: 

□   我同意公開影片 

□   我希望不要公開影片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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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情緒功能行為(FEAS)計分標準 

  以下以質性描述的方式介紹給分標準，然實際標準仍需搭配範例影片

才能有效掌握計分方式。 

一、對環境產生興趣並具有調控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 

 C1對玩玩具產生興趣和專注力。 

1分：孩子約有 25%以下的時間會注視或操弄玩具，其餘時間多在發呆或  

遊走等，不會主動接近玩具。 

2分：孩子約有 50%的時間會主動接近、觸碰或注視玩具。 

3分：孩子約有 75%以上的時間會主動接近、注視或觸碰玩具。或是長時

間的把玩玩具，對玩具產生極高的專注力。 

 C2不會過於警戒的自由探索玩具。 

1分：孩子約有 75%以上的時間會躲在照顧者身邊，不敢離開照顧者去探

索玩具。 

2分：孩子約有 50%的時間躲在照顧者身邊，不敢離開照顧者去探索玩具。 

3分：孩子只有 25%以下的時間會躲在照顧者身邊，不敢離開照顧者去探

索玩具。 

 C3在遊戲期間保持穩定，而且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壓力訊號，例如：哭

或嗚咽聲；可以展現出適當的挫折。 

1分：孩子只有約 25%的時間可以保持情緒穩定，沒有表現出負面情緒。 

2分：孩子約 50%的時間可以保持情緒穩定，沒有表現出負面情緒。 

3分：孩子約 75%以上時間可以保持情緒穩定，沒有表現出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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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能夠自在舒服的碰觸玩具，被照顧者碰觸。 

1 分：孩子在 75%以上的時間不敢接近或觸碰玩具，或是操弄玩具時面帶

警戒或焦慮表情。當照顧者碰觸自己時會出現抗拒或緊張不舒服的

表情或動作。 

2 分：孩子約 50%的時間不太敢接近或觸碰玩具，或是操弄玩具時面帶警

戒或焦慮表情。當照顧者碰觸自己時偶爾會出現抗拒或緊張不舒服

的表情或動作。 

3 分：孩子只有 25%以下的時間出現不太敢接近或觸碰玩具的行為或情緒

當照顧者碰觸自己時很少會出現抗拒或緊張不舒服的表情或動作。 

 C5享受玩這些玩具的過程，或是參與打鬧遊戲。 

1 分：孩子只有少於 25%的時間會沉浸滿足在玩玩具的過程，或願意參與

打鬧遊戲。 

2 分：孩子約有 50%的時間會沉浸滿足在玩玩具的過程，或是能夠參與打

鬧遊戲。 

3 分：孩子有 75%以上的時間能沉浸滿足在玩玩具的過程，也能夠參與打

鬧遊戲。 

 C6展現出快樂、滿意的情感。 

1分：孩子在遊戲過程表現出單調、悶悶不樂或是沮喪的情緒。 

2分：孩子在遊戲過程表現出滿意但沒有明顯正向或負向的情緒。 

3分：孩子在遊戲過程展現出快樂與滿意明顯的微笑，溫暖具吸引力的情感。 

 C7對人和物品出現視覺或聲音的專注力，且沒有伴隨負面情緒出現。 

1 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只有 25%以下的時間，能透過視覺和聲音表現出  

對照顧者或玩具的注意力，且沒有伴隨負面情緒。 

2 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約有 50%的時間，能透過視覺和聲音表現出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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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者或玩具的注意力，且沒有伴隨負面情緒。 

3 分：孩子只有在 25%以下的時間，能在遊戲過程中透過視覺和聲音表現

出對照顧者或玩具的注意力，且沒有伴隨負面情緒。 

 C8低活動量：透露歡樂的情感，機靈的專注在遊戲流程中。 

1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表現出退縮或是很難被吸引的反應。 

2分：孩子在遊戲活動中雖然表現出懶散或是步調緩慢的樣子，但是最後還

是可以被吸引至遊戲中。 

3分：孩子在整體遊戲中多透露出歡樂的情感，機靈的專注在遊戲流程中。 

 C9高活動量：孩子能夠流暢的調整活動程度。在改變活動前，能夠長

時間專注在玩具或照顧者身上。 

1分： 孩子在過程中會一個玩具換過一個，或持續想離開玩具或是照顧者。 

2 分：孩子有時候會快速的中斷改變活動，或是到處閒蕩。但約 50%時間

能夠短時間的玩玩具 

3分：孩子能流暢的調整活動程度；在改變活動前，能夠長時間專注在玩具

或照顧者身上。 

 C10藉由對照顧者出現聲音和微笑，展現出對他者的情緒興趣和連結。 

1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幾乎沒有出現面對或注視照顧者發出聲音和微笑

的行為。 

2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偶爾會出現面對或注視照顧者發出聲音和微笑的

行為。 

3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經常出現面對或注視照顧者發出聲音和微笑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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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他者形成依附關係與安全感 

 C11展現出放鬆的安全感，能夠自在的在照顧者周圍。如果孩子離開了

照顧者身邊去玩遊戲，只要媽媽還是在教室周圍就可以維持安全感。 

1 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只有 25%以下的時間能保持放鬆的安全感，探索

環境、玩具或玩遊戲。 

2分： 孩子在遊戲過程中有約 50%的時間能保持放鬆的安全感，探索環境、

玩具或玩遊戲。 

3 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有超過 75%的時間能保持放鬆的安全感，探索環 

境、玩具或玩遊戲。 

 C12當照顧者準備展現一個有趣的玩具、遊戲，或所說的話，孩子會

表現出期待或是興奮的感覺。 

1分：當照顧者展現一個有趣的玩具或遊戲、話語時，孩子很少表現出期待

或興奮的反應。 

2分：當照顧者展現一個有趣的玩具或遊戲、話語時，孩子偶爾會表現出期

待或興奮的反應。 

3分：當照顧者展現一個有趣的玩具或遊戲、話語時，孩子常常表現出期待

或興奮的反應。 

 C13與照顧者開啟一個身體的親密接觸，但是不會過於緊黏不放。孩

子可以與照顧者維持視覺或聲音的連結。 

1 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只有 25%以下的時間，會適切而非緊黏不放的與

照顧者維持視覺或聲音的連結回應。 

2 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約有 50%的時間，會適切而非緊黏不放的與照顧

者維持視覺或聲音的連結回應。 

3 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有超過 75%的時間，會適切而非緊黏不放的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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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者維持視覺或聲音的連結回應。 

 C14孩子坐著時不面對照顧者，或是將頭轉開、避免與照顧者的視線

產生接觸，想要離開和避免接近照顧者。對照顧者不感興趣或冷漠的，

也不會想要從照顧者的表情、聲音、動作中獲得任何訊息(反向計分) 。 

1分：孩子常常出現不面對照顧者，或是將頭轉開、避免與照顧者的視線產  

生接觸。對照顧者不感興趣或冷漠的，會想要離開和避免接近照顧

者，也不尋求照顧者的社會參照的行為。 

2分：孩子偶爾會不面對照顧者，或是將頭轉開、避免與照顧者的視線產生

接觸。有時會對照顧者不感興趣或冷漠的，會想要離開和避免接近照

顧者，也不尋求照顧者的社會參照的行為。 

3分：孩子沒有或甚少出現不面對照顧者，或是將頭轉開、避免與照顧者的

視線產生接觸。也很少展現對照顧者不感興趣或冷漠的，會想要離開

和避免接近照顧者，也不尋求照顧者的社會參照的行為。 

 C15在玩玩具時，孩子會從母親的表情或動作、聲音語調等來判斷當

時曖昧的情境訊息，例如：球發出閃光，孩子嚇了一跳後看向媽媽。

發現媽媽露出微笑，孩子便將發出閃光的球撿起來把玩。  

1分：孩子在玩玩具時，沒有或是很少會和照顧者出現社會參照行為。 

2分：孩子在玩玩具時，偶爾會和照顧者出現社會參照行為。 

3分：孩子在玩玩具時，常常會和照顧者出現社會參照行為。 

 C16離開照顧者身邊時，孩子會主動透過注視、手勢或聲音與照顧者

溝通。 

1分：孩子離開照顧者身邊時，很少或是沒有主動透過眼神注視或手勢、聲  

音來與照顧者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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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孩子離開照顧者身邊時，偶爾會主動透過眼神注視或手勢、聲音與照

顧者溝通。 

3分：孩子離開照顧者身邊時，常常主動透過眼神注視或手勢、聲音與照顧

者溝通。 

三、與他者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為 

 C17孩子會主動以物品開啟有意圖的行動，並同時吸引照顧者的互動

(例如：操弄物品後，會一邊看著媽媽一邊露出微笑或聲音)。 

1分：孩子很少或是不會主動以物品開啟有意圖的行動，並同時吸引照顧者

的互動。 

2分：孩子偶爾會主動以物品開啟有意圖的行動，並同時吸引照顧者的互動。 

3分：孩子常常會主動以物品開啟有意圖的行動，並同時吸引照顧者的互動。 

 C18 孩子玩玩具時會開啟有目的的行動，而且遊戲展現出變化與意圖

性，能用玩具或活動表現出兩種或以上不同的玩法。 

1分：孩子在遊戲中需要大量的幫助才能開啟有目的的行動；或是在遊戲過

程中沒有出現清楚的手勢和意圖。 

2分：孩子能開啟遊戲但是受到刻板行動的吸引，例如：依順序排列玩具、

吸吮玩具一段很長的時間、不斷敲打同一個玩具。或是開啟遊戲但是

活動似乎無目標組織性。 

3分：孩子的遊戲展現出變化與意圖性。能用玩具或活動表現出兩種以上的

不同行為，例如：拿杯子假裝喝水、拿杯子餵熊熊喝水。 

 C19孩子會用相關的行為回應照顧者的行為。 

1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都沒有注意照顧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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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孩子會注視照顧者的行為，但是沒有出現和照顧者行為相關的活動做

回應。例如：媽媽拿了一個玩具給孩子看，孩子看看媽媽後再看看

玩具，之後又轉頭做他先前在做的事。 

3分：孩子不僅會注意照顧者行為，還會出現相關活動來予以回應。  

 C20孩子表現出生氣、沮喪，侵略性的行為(例如：打人)，或是重複出

現抗議行為(反向計分)。 

1分：孩子常常表現出生氣沮喪、侵略或抗議的行為。 

2分：孩子有時會表現出生氣沮喪、侵略或抗議的行為。 

3分：孩子很少或沒有表現出生氣沮喪、侵略或抗議的行為。 

 C21孩子在有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中使用語言來與照顧者溝通，例如：

聲音、單字、手勢。 

1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很少或從未在一來一往的互動裡，使用語言來與照

顧者溝通。 

2分：孩子在遊戲過程偶爾會在一來一往互動中，使用語言來與照顧者溝通。 

3分：孩子在遊戲過程中常常在有一來一往的互動裡，使用語言來與照顧者

溝通。 

四、能夠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 

 C22 孩子能使用手勢、聲音或字詞，與照顧者進行複雜的溝通表現且

出現好幾次一來一往的溝通循環。 

1分：孩子與照顧者出現的溝通循環數為 0-2次。 

2分：孩子與照顧者出現的溝通循環數為 3-5次。 

3分：孩子與照顧者出現的溝通循環數為 6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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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3孩子會模仿照顧者所出現的一些新行動，然後把它融入遊戲中 (將

所有孩子出現的模仿行為次數分成高中低頻率三組) 。 

1分：低頻率組 

2分：中頻率組 

3分：高頻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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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母親互動能力計分標準 

  以下以質性描述的方式介紹給分標準，然實際標準仍需搭配範例影片

才能有效掌握計分方式。 

一、幫助孩子對環境產生興趣，提升控制感官與注意力的能力 

 M1母親在遊戲互動中展現出愉悅、活躍、快樂的情感。 

1分：母親在互動中展現出沮喪、冷漠的情感。 

2分：母親在互動中的情感表現不會過於冷漠、也不會過於熱情。 

3分：母親在互動中展現出快樂、熱情的情感並充滿溫暖。 

 M2母親能夠用愉快的方式撫摸或碰觸孩子，以敏感的方式回應他的身

體接觸需求，然後鼓勵他探索玩具。 

1分：母親很少或從未用愉快的方式撫摸或碰觸孩子，以敏感的方式回應他

的觸覺需求並鼓勵他探索玩具。 

2分：母親偶爾會用愉快的方式撫摸或碰觸孩子，以敏感的方式回應他的觸

覺需求並鼓勵他探索玩具。 

3分：母親常常用愉快的方式撫摸或碰觸孩子，以敏感的方式回應他的觸覺

需求並鼓勵他探索玩具。 

 M3 母親會提供孩子愉快的動作經驗或是鼓勵他進行動作的探索，例

如：鼓勵孩子去坐車、玩玩具等。 

1 分：在互動遊戲中，母親只有低於 25%的時間會提供孩子愉快的動作經

驗或鼓勵他進行動作的探索。 

2 分：在互動遊戲中，母親約有 50%的時間能提供孩子愉快的動作經驗或

鼓勵他進行動作的探索。 

3 分：在互動遊戲中，母親有高於 75%的時間會提供孩子愉快的動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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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鼓勵他進行動作的探索。 

二、幫助孩子與自己形成依附關係並建立安全感 

 M4母親在與孩子的互動交流期間，不會過度緊張孩子的行動。 

1分：母親在互動期間有約 75%以上的時間會過度緊張孩子的行動。 

2分：母親在互動期間有約 50%的時間會過度緊張孩子的行動。 

3分：母親在互動期間有低於 25%的時間會過度緊張孩子的行動。 

 M5母親能夠富有情感的看著孩子，展現出溫暖的連結。 

1分：母親在互動期間只有低於 25%的時間會以富有溫暖的情感注視孩子。 

2分：母親在互動期間約有 50%的時間會以富有溫暖的情感注視孩子。 

3分：母親在互動期間有 75%以上的時間會以富有溫暖的情感注視孩子。 

 M6母親出現微笑或是有趣的眼神注視，感覺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玩，

而且會有邀請的手勢表現出熱情的樣子。 

1分：母親很少或沒有出現微笑或是有趣的眼神注視、熱情邀請的手勢，感

覺沒有享受和孩子一起玩的樣子。 

2分：母親偶爾會出現微笑或是有趣的眼神注視、熱情邀請的手勢，能享受

和孩子一起玩的樣子。 

3分：母親常常出現微笑或是有趣的眼神注視、熱情邀請的手勢，感覺很享

受和孩子一起玩的樣子。 

三、誘發孩子出現有意圖的雙向溝通行動 

 M7允許孩子決定遊戲主題，用孩子自己想要的方式探索玩具或開啟遊

戲。 

1 分：在與孩子互動期間母親只有低於 25%的時間，能允許孩子決定遊戲

主題和遊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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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母親在與孩子互動期間約有 50%的時間，能允許孩子決定遊戲主題

和遊戲方式。 

3 分：母親在與孩子互動期間能有 75%以上的時間，能允許孩子決定遊戲

主題和遊戲方式。 

 M8母親依照孩子想要的玩法進行活動，並從中回應孩子的願望、意圖。 

1分：母親持續做出與孩子意圖相反的回應、錯誤解讀線索，或一直改變他

們想要從事的活動。 

2 分：母親 25-50%錯誤解讀孩子的訊號，但是在其他時間都能夠正確解讀

孩子的訊息並依此改變活動或玩具。 

3 分：母親 75%以上時間都能正確回應孩子的訊號，持續跟孩子進行他想      

要玩的活動。 

 M9母親主導玩具的操弄，和孩子玩遊戲時並沒有出現專注力或為平行

遊戲(反向計分)。 

1 分：母親約有 75%以上的時間主導玩具操弄，或是與孩子玩遊戲時沒有

出現專注力。 

2 分：母親約有 25-50%的時間主導玩具操弄，或是與孩子玩遊戲時沒有出

現專注力。 

3分：母親很少主導玩具操弄，與孩子玩遊戲時也能持續出現專注力。 

 M10 母親遊戲的方式主要都能符合孩子的發展程度，或稍微提升一些

難度。例如：母親會示範一些新技巧、旁白孩子正在進行的活動、描

述物品功能。 

1 分：母親只有低於 25%的時間會以孩子的發展程度進行遊戲，或能運用

一些技巧來稍加提升遊戲的難度。 

2 分：母親約有 50%的時間會以孩子的發展程度進行遊戲，或能運用一些

技巧來稍加提升遊戲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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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母親有超過 75%以上的時間會以孩子的發展程度進行遊戲，或能運

用一些技巧來稍加提升遊戲的難度。 

 M11 母親能依循孩子的反應進一步鼓勵孩子並等待他們的反應，母親

也會避免用語言或活動過度指導孩子。 

1 分：母親只有低於 25%的時間能依循孩子的反應進一步鼓勵孩子並等待

他們的反應，多數時間會以語言或活動過度指導孩子。 

2 分：母親有 50%的時間能依循孩子的反應進一步鼓勵孩子並等待他們的

反應，偶爾會以語言或活動過度指導孩子。 

3 分：母親有 75%時間能依循孩子的反應進一步鼓勵孩子並等待他們的反

應，很少會以語言或活動過度指導孩子。 

四、幫助孩子產生有組織的行為以及心智運作能力 

 M12 母親能夠與孩子開啟雙向的回應，並將溝通循環或片段的互動串

起。 

1分：母親能與孩子開啟 0-2 次的溝通循環互動。 

2分：母親能與孩子開啟 3-5 次的溝通循環互動。 

3分：母親能與孩子開啟 6次以上的溝通循環互動。 

 M13母親會使用手勢或臉部表情來促進與孩子的溝通循環。 

1分：母親很少使用手勢或臉部表情來促進與孩子的溝通互動。 

2分：母親偶爾會使用手勢或臉部表情來促進與孩子的溝通互動。 

3分：母親經常使用手勢或臉部表情來促進與孩子的溝通互動。 

 M14母親會觸碰孩子或玩打鬧遊戲，以增進溝通循環的出現。 

1分：母親很少會觸碰孩子或玩打鬧遊戲，來增進溝通互動的出現。 

2分：母親偶爾會觸碰孩子或玩打鬧遊戲，來增進溝通互動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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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母親經常會觸碰孩子或玩打鬧遊戲，來增進溝通互動的出現。 

 M15 母親與孩子互動時會詳細說明或示範更複雜的遊戲行為，或是會

製造一些小挑戰或有趣的玩法。例如:拿杯子給小孩時，故意做假動作

不要讓小孩拿到。或是故意把熊熊用棉被蓋住，鼓勵孩子去找熊熊。 

1分：母親與孩子互動時很少會詳細說明或示範更複雜的遊戲行為，也很少

製造有趣或具有小挑戰的玩法。 

2分：母親與孩子互動時偶爾會詳細說明或示範更複雜的遊戲行為，也很少

製造有趣或具有小挑戰的玩法。 

3分：母親與孩子互動時經常會詳細說明或示範更複雜的遊戲行為，也很少

製造有趣或具有小挑戰的玩法。 

 M16 母親允許孩子有自己的玩法，信任與接受孩子遊戲的方式。若父

母過於干擾、保護、阻止孩子的遊戲行為，或是與孩子進行在他們能

力之上的遊戲，則會得到較低的分數。 

1分：母親很少允許孩子有自己的玩法，經常干擾、保護、阻止孩子的遊戲

行為。 

2分：母親偶爾允許孩子有自己的玩法，有時會干擾、保護、阻止孩子的遊

戲行為。 

3分：母親總是允許孩子有自己的玩法，很少干擾、保護、阻止孩子的遊戲

行為。 

 M17 母親不但會依照孩子的意願玩遊戲，還會展現出愉快和興奮的情

緒。 

1分：母親在互動中只展現出一點快樂和興奮的情緒。 

2分：母親在 3-5個溝通循環中都能持續展現出興奮愉快的樣子。 

3分：母親在 6 個以上的循環中都能持續展現出興奮愉快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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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8 母親能夠對孩子展現出適當的限制。例如：母親可能會限制孩子

離開房間，但是不會打他或發脾氣丟玩具。 

1分：母親經常對孩子展現出不恰當或發脾氣的限制。 

2分：母親偶爾會對孩子展現不恰當或發脾氣的限制。 

3分：母親很少或沒有對孩子展現出不恰當或發脾氣的限制。若孩子沒有出

現需要限制的行為也給 3分。 


